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丈夫醉酒回

家后将怀有身孕的我打伤，
经诊断为左手中指软组织挫
伤。 虽然我报了警， 但警方
只记录是因家庭琐事发生纠
纷、 我有伤情， 没有认定系
丈夫殴打所致。 日前， 我向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请问： 为防止再次被丈
夫伤害， 在没有证据证明我
所受伤害是被丈夫殴打所致
的情况下， 我能否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读者： 曾玉香

曾玉香读者：
你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
一方面， 本案可以推定

丈夫存在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五

条第三款规定 ： “未成年
人、 老年人、 残疾人、 孕期
和哺乳期的妇女、 重病患者
遭受家庭暴力的， 应当给予
特殊保护。” 第二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
力的案件， 可以根据公安机
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 伤情
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定家庭
暴力事实。”

由此来看， 基于进行特
殊保护的需要和家庭暴力具
有隐秘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受害人往往存在举证难的
问 题 ， 对于具有特殊身份
人员的举证责任， 应当予以
缓和， 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存
在伤害的事实达到了较大可
能性的程度， 便完成了举证
责任。

本案中， 因为你处在孕
期， 医院的诊断结果证明你
存在伤情， 警方的处警记录
没有否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所以， 在你丈夫不能提供证
据否定存在家庭暴力的情
况 下 ， 应当推定其存在这
种情况。

另一方面， 你有权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
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分别规
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
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 当事人是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或者因受到强制、 威
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 其近亲属、 公安
机关、 妇女联合会、 居民委
员会、 村民委员会、 救助管
理 机 构 可 以 代 为 申 请 。 ”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
以书面方式提出； 书面申请
确有困难的 ， 可以口头申
请， 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按照上述规定， 只要符
合相应条件， 法院就应当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被
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禁止
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 接触
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责
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
所； 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
其他措施。 因此， 你可以依
据以上法律规定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颜东岳 法官

不能证明被丈夫殴打致伤
妻子也可申请人身保护令用人单位应否向辞职员工支付离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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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共享用工中派遣单位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

2020年2月26日 ， 被劳务派
遣公司派往外省一家工厂工作的
李琳琳， 在上班时因电线短路引
发火灾而受伤， 不仅花去3万余
元医疗费用还落下10级伤残。 可
是， 公司没有给李琳琳办理工伤
保险。 面对李琳琳的索赔， 公司
认为工厂是实际用工单位， 事故
也发生在工厂 ， 理应由工厂担
责。 工厂则认为， 其只是临时用
工， 公司才是用人单位， 应当由
公司赔偿。

【点评】
劳务派遣公司应当承担工伤

赔偿责任。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十

八条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跨地
区派遣劳动者的， 应当在用工单
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
会保险， 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
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被派遣劳

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 第三条第 （二 ） 项规定 ：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
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 派
遣 单 位 为 承 担 工 伤 保 险 责 任
的单位”。

依据以上规定， 在李琳琳没
有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 劳务
派遣公司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的项目和标准， 向李琳琳给予工
伤保险待遇。

【案例2】
共享用工时由派遣单位

支付劳动报酬

古珍珍被派往外市一家工厂
工作不到半个月， 该工厂便因为
突发火灾停业修整， 包括古珍珍
在内的大部分员工放假回家， 听
候上班通知。 由于此后连续两个
月没有领到工资， 古珍珍向工厂
索要 ， 工厂以其是用工单位为
由， 让她找劳务派遣公司讨要。

劳务派遣公司则认为， 劳动报酬
只能按劳支付 ， 古珍珍没有上
班， 当然无权获取劳动报酬。

【点评】
劳务派遣公司必须向古珍珍

支付欠薪。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

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
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按月支付劳动报
酬 ； 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
间，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
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十
二条规定： “被派遣劳动者退回
后在无工作期间， 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
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其按月
支付报酬。”

由于共享用工并没有改变劳
动关系， 所以， 劳务派遣单位必
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向员工发放
工资， 而不是由实际用人单位进
行发放。

【案例3】
共享用工时派遣单位应

先告知工作内容

2020年4月1日， 肖丽丽接到
劳务派遣公司的外派通知时， 曾
询问过自己的具体岗位是什么，
但公司没做答复。 事后， 肖丽丽
发现公司是让她到矿山从事井下

作业， 于是拒绝上班并返回劳务
派遣公司。

可是， 劳务派遣公司认为 ，
其将肖丽丽派出后， 用工单位怎
么安排肖丽丽的工作与其无关，
肖丽丽作为一名员工应当无条件
服从用工单位安排。 如果肖丽丽
不服从工作安排， 公司只能解除
其劳动合同。

【点评】
劳务派遣公司的做法是错

误的。
一方面， 《劳动合同法》 第

六十条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
派遣劳动者”。 《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 》 第八条第 （一 ） 项也指
出，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如实告知
被派遣劳动者劳务派遣协议的
内容。 即劳务派遣公司具有告知
义务。

另一方面， 《女职工劳动保
护规定》 第四条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
动范围的规定。” 而 《女职工禁
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 第一条第
（一） 项则已将矿山井下作业列
入其中。

由于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二条已规定劳动者拒绝违章指
挥、 强令冒险作业， 不视为违反
劳动合同， 所以， 劳务派遣公司
不得拿肖丽丽未服从工作安排
说事。

颜梅生 法官

共享用工中员工的合法权益由谁保障？

一般情况下， 如果员工主动
辞职用人单位是不需要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 但是， 用人单位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漏发和
少发了工资， 员工又以用人单位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
出离职时用人单位应否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呢？ 针对这一疑问， 小
何就与其所在公司发生了争议，
并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2日， 小何入职北

京一家商贸公司， 双方签订了期
限自2018年1月2日至2020年12月
31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小何
的岗位为安装维修工 ， 月工资
7500元 ， 每月月底发放当月工
资， 执行标准工时制度。 该公司
的经营方式是对外销售设备， 小
何的工作是为客户安装维修这些
销售出去的设备。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
求， 从今年2月3日起， 公司暂停
营业， 所有员工处于停工状态。
2月10日， 公司向小何发出待岗
通知书， 但小何明确表示不同意
待岗。

随后， 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支付了小何2月份整月工资 。
但是， 在3月至5月期间， 公司仅
按照待岗生活费的标准支付了小
何工资待遇。

6月1日 ， 公司通知小何复
工。 小何以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 违反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规定为由， 向公司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要求。 同时， 也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递交了仲
裁申请。

小何的仲裁请求事项是由公
司向其支付 ： 1.今年3月1日至5
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7880元；
2.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经 济 补 偿 金
18750元。

仲裁机构审理后， 裁决公司
支付小何2020年3月1日至3月9日
期间的工资差额1644.13元 、 驳
回其他仲裁请求。

法律分析
就小何与公司之间的纠纷，

上海海华永泰 （北京） 律师事务
所彭李律师认为， 双方争议焦点
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如何理解 “一个工资支
付 周 期 ” 和 发 放 待 岗 生 活 费
的期间？

二是因疫情防控导致用人单
位停工停业或劳动者无法返岗复
工， 用人单位未经协商一致安排
劳动者待岗， 劳动者又以待岗安
排 未 经 协 商 一 致 为 由 主 张 待
岗 安 排无效 、 要求按照正常工
资标准支付待岗期间工资差额时
怎么办？

三是如果用人单位因对疫情
防控期间工资待遇支付等政策掌
握不够透彻， 进而导致少发或漏
发劳动报酬， 应否向其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关于 “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2020年7月10日，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联

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
案例的通知》 案例四已经释明：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
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妥
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
知》 均涉及该问题。 该周期的性
质应属缓冲期， 主要目的是体现
风险共担和疫情防控期间对劳动
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只有将其理
解为一个时间长度才符合相关规
定的内涵。 相反， 如果将其理解
为 “跨越当前支付周期截止时间
点”， 则易引发用人单位停工时
间相同， 却又因工资支付周期起
算时间不同而承担不同工资支付
责任的问题。

就本案而言， 应将 “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 理解并认定为安排
待岗后30日内。 事实上， 仲裁机
构的裁决也是这样处理的。 在公
司2020年2月10日通知小何待岗
后， “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时
间起止点为2020年2月10日至3月
9日。 在此期间， 公司应当补发
的工资差额时间段为2020年3月1
日至3月9日。

对于应否支付工资差额问
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
于审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 情 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 第15条释
明： 疫情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停工
停业安排劳动者待岗的， 《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二十七条并
未规定此种情形下须双方协商一

致； 劳动者因疫情防控原因无
法返岗复工 ， 在上述情形下用
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待岗， 亦不可
归责于用人单位， 虽鼓励协商但
不宜严格要求双方必须协商一
致， 对劳动者的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中 ， 虽然小何不同意公司
的 待 岗 安排 ， 但依据上述规定
公司的安排依然合法有效 。 因
此， 仲裁机构未支持其要求的
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31日
工资差额。

对于应否向其支付离职补偿
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
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审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第十八条释
明： 疫情防控期间， 客观存在劳
动报酬计算标准不明确等情形，
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疫情防控
期间工资待遇的计算标准， 存在
合理认识偏差， 需要经过仲裁或
审判机关审理等， 才能确定是否
构成拖欠的， 此种情形下用人单
位不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 故对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
劳 动 合 同经济补偿的请求一般
不予支持。

综上， 彭李律师认为， 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影响了用人单位生
产经营和劳动者正常劳动。 在这
种情况下， 尊重和保障用人单位
正常经营、 维护停工停产劳动者
合法权益是相辅相成的， 平衡和
兼顾员工和企业利益也是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

□本报记者 博雅

疫情防控期间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

当前，共享用工现象不少，其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B2B模
式，即借用员工。 二是B2P2B模式，即劳务派遣。 从本质上看，这
种用工形式实际上就是在企业之间对员工进行调剂使用。那么，
在企业调剂用工时，当事员工是否享有知情权？其工伤保险和工
资等合法权益应当由谁担责呢？ 以下3个案例，对相关问题做出
了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