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岁末时。 在这个阶段，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算一算账， 清理一下彼此之间欠款是正常的。 可
是， 一些劳动者或对法律规定不了解， 或想急于拿到拖欠已久的工资， 从而忽略了与欠薪直接相关的、
也是其应得的赔偿、 奖金、 补偿等3类费用或报酬。 以下案例的处置和分析表明， 劳动者在追讨欠薪时
务必要注意， 与此相关的费用和报酬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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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斗歹徒受伤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1】
拖欠劳动报酬应给付本

金50-100%赔偿金

2019年3月15日 ， 经老乡介
绍， 陈大平到个体承包头焦昌才
承包的商品楼建设工地从事力工
劳动。 双方口头约定按天计算工
资， 每日180元， 每月底结清当
月工资。

陈大平一直干到当年9月16
日工程完工。 经焦昌才计算， 陈
大平一共干活171天， 劳动报酬
为30780元 。 期间 ， 焦昌才三次
给付陈大平工资15500元 。 对欠
付的15280元工资 ， 焦昌才为陈
大平出具了欠条， 承诺于2019年
12月31日前给付。

欠款到期后， 陈大平多次催
要 ， 焦昌才以种种理由拖延 。
2020年1月， 陈大平向施工地所
在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该监察
大队立即向焦昌才发出限期1个
月内支付陈大平劳动工资通知
书， 但焦昌才依然未予支付。

【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未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
班费或者经济补偿， 逾期不支付
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
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据此， 陈大平可以焦昌才出
具的欠条为依据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 其在要求焦昌才给付工资
本金15280元的同时 ， 还可要求
其支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
百以下赔偿金。 在起诉时， 陈大
平应将该工程的发包方、 承建方
及个体包工头一并起诉。 原因是
发包方依法在未付清工程承包款

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承建
方违法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
个人焦昌才应与包工头焦昌才承
担共同给付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 被告可能提
出的陈大平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不
能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抗辩意见是
不成立的， 其理由被告拖欠劳动
报酬后打了欠条， 双方之间的关
系就转变成了欠款关系， 可不经
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案例2】
即使员工提前离职也应

享有年终奖

2016年12月初， 田女士与所
在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
同。 2019年10月6日 ， 田女士收
到某银行的录用通知， 并告知其
务必于11月1日之前到单位报到。
田女士当即向所在公司递交了书
面辞职书。

公司收到辞职书后特别告知
她： 此时离职， 没有年终奖。 为
了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到新单位上
班 ， 田女士只能选择 “祼辞 ”，
舍弃相应的奖金待遇。

那么， 提前离职与年终奖真
的 不 可 兼 得 吗 ？ 法 律 是 怎 么
规定的？

【分析】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
则， 实行同工同酬。 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
三、四、七条规定：工资总额是指
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
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
额，包括奖金；奖金包括生产奖；
生产奖包括年终奖 （劳动分红）
等。由此可见，年终奖也是工资的
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
不得违反劳动法律法规。

本案中， 如果公司规章制度

或与田女士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没
有特别规定， 即使田女士主动辞
职， 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 她也
应当与其他员工一样得到本年度
1至10月份的奖金。

【案例3】
未休年休假报酬应当及

时主张

唐秉诚于2016年6月1日入职
佳惠公司， 双方签订的5年期劳
动合同约定： 唐秉诚依法享受法
定休假日、 带薪年休假等假期。
但在实际执行中， 唐秉诚4年来
从未休过年休假。 每年年末， 唐
秉诚都口头向公司部门经理提
出， 可得到的回答总是： 大家都
一样， 等将来解聘或者退休时一
并要求吧！

【分析】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10条 “用人单位经职工
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
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
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
未休年休假天数， 按照其日工资
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
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该规定表明， 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按照日工资收入的三倍支付，
其中只有一倍属于工资， 而另外
两倍工资属于福利待遇。 对不属
于劳动报酬范围的两倍工资部分
应适用普通时效， 应当依据 《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7条的规
定， 诉讼时效为一年。

同时，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5条第二款规定， 年休假
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也就是说，
年休假可以在第二年安排。 如果
用人单位在第二年截止日前未安
排劳动者休假， 亦未依法支付未
休年休假的工资， 劳动者就应当

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 此
时， 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申请仲裁
时效期间应为二年。 超过二年时
效的， 法律不予支持。

【案例4】
离职经济补偿金以应得

工资为基数计算

高尔艳于2010年10月20日入
职药业公司下属药店任店长 。
2019年8月31日， 该药店租房合
同到期， 因未能达成续签租房协
议， 公司于到期的当日撤店。 同
时， 公司决定终止所有在店员工
的劳动合同， 并同意向包括高尔
艳在内的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
可是， 在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
资基数上， 公司只同意按每月实
际发给高尔艳的工资为基数。

高尔艳认为， 实发工资基数
低， 应当以应发工资作为计算基
数。 因为， 二者之间存在着是否
包 含 养 老 保 险 及 住 房 公 积 金
的差别。

【分析】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月工资按
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值得注
意的是， 该条法律规定使用的是
“应得”，并非“实得”。而大多数用
人单位在工资清单上标注的是
“应得”与“实得”或“应发”与“实
发”， 在未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
下， 任何单位及个人都不能随意
对此作扩大解释， 擅自将法律条
文中的“应得”理解为“实得”。

由此可见， 应得工资通常是
指应发工资， 与劳动者的实发工
资不同。 而应发工资通常包括住
房公积金及养老保险等项目， 单
位代扣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养老
保险等仍是劳动者工资收入， 应
当列入劳动者的应得工资部分。

杨学友 检察官

编辑同志：
我于2018年8月2日进入某

商贸公司工作， 该公司不仅未
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还经
常拖欠工资。 2020年9月30日，
我以商贸公司未签订劳动合
同、 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辞职，
并递交了辞职书。 在办理离职
手续时， 我要求商贸公司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并足额支付所欠我的2019
年1月至3月份的3个月工资 ，
但对方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
由拒绝。

请问， 我现在可以通过申
请 劳 动 仲 裁 来 拿 到 这 两 笔
钱吗？

读者： 颜春发

颜春发读者：
你的主张涉及到劳动争议

仲裁时效问题。
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 你现在很难拿到。
对此， 《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 法 》 第 27条 第 1款 规 定 ：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
间为1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
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也就是
说， 当事人因劳动争议纠纷要
求保护其合法权利， 必须在1
年的时效期间内提出仲裁申
请， 否则将失去胜诉权。 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是一项惩
罚性规定， 不属于拖欠劳动报
酬的范围， 故应当适用1年仲
裁时效。

那么， 应当从何时开始计
算时效呢？

《劳动合同法》 第10条规
定：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
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 第82条规定 ：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
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据
此， 主张二倍工资的1年仲裁
时效应当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
工作1年届满之次日起计算 。
也就是说， 你只有自2019年8
月2日起1年内就二倍工资差额
申请劳动仲裁， 才能获得劳动
仲裁委支持。 而你现在申请仲
裁， 已超过了1年的时效期间，
虽然劳动仲裁委会受理， 可一
旦商贸公司以超过仲裁时效进
行抗辩， 仲裁委就不会支持你
的该项主张。

就商贸公司所欠3个月工
资而言， 你可以自离职后1年
内向劳动仲裁申请仲裁， 劳动
仲裁委会依法支持你的主张。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7条第4款规定： “劳动关
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
生争议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
受本条第1款规定的仲裁时效
期间的限制； 但是， 劳动关系
终止的， 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
之日起1年内提出。” 据此， 你
现在可以通过劳动仲裁途径拿
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另外， 在劳动关系中对于
纯粹因人身性的义务违反而产
生的请求权， 如劳动者要求用
人单位为其办理退工手续或转
移档案、社会保险关系手续的，
因这些义务属于用人单位的法
定义务， 其履行关系到劳动者
基本生存权与就业权的实现，
具有强制性，所以，这些请求权
不适用仲裁时效期间的规定。

潘家永 律师

基本案情
年近八旬的王某、 刘某夫妇

家住商品房一楼， 两人生活不能
自理。 他们的儿子在一家外企工
作， 因无时间照顾他们， 就雇佣
小花当保姆24小时照顾他俩。 他
们给小花每月工资 2500元并包
吃住。

一天， 家中进了盗贼， 两位
老人发现后制止盗贼。 在睡梦中
惊醒的小花闻听有人偷盗， 马上
走出房间与盗贼打起来。 盗贼将
小花捅成重伤， 然后趁机逃跑。

小花住院花了45000元医疗
费， 经法医鉴定构成五级伤残。
小花要求雇主承担医疗费遭到拒
绝， 遂向法院起诉。

争议焦点
关于雇主是否应该承担赔偿

责任， 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小花受伤

是盗贼造成的， 其医药费、 伤残
补助等 ， 应该由盗贼承担 。 况
且， 小花受伤时是在工余休息时

间， 其要求雇主承担责任没有法
律依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 小花与雇
主约定， 由她24小时照顾王某刘
某且吃住在其家里。 因此， 雇主
与 小 花 之 间 建 立 了 雇 主 与 雇
员 的 法律关系 。 出事当晚 ， 小
花虽然在睡觉， 但未离开雇主为
她设定的劳务场所， 她仍处于工
作状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11条规定， 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
佣 关 系 以 外 的 第 三 人 造 成 雇
员 人 身损害的 ， 赔偿权利人可
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也
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雇
主承担赔偿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
人追偿。 本案中， 盗贼逃逸， 小
花要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符合
法律规定。 雇主赔偿后， 可向盗
贼追偿。

法院采纳了第二种观点， 判
决雇主向小花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分析
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

入， 在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情况
下， 我国还存在雇佣关系、 劳务
关系等多种形式的用工。

在法理上， 雇佣关系指受雇
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 在雇
佣人的指示、 监督下， 利用雇主
提供的条件， 以自身的技能为雇
佣人提供劳务， 并由雇佣人提供
报酬的法律关系。同时，因为雇佣
关系是一种特定关系， 其主要特
征包括：(1) 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
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雇员按雇主
的指示和要求， 为雇主提供各种
劳务。 雇员在雇主的控制下完成
工作， 雇员的工作内容可由雇主
随时调整。 (2)雇员利用雇主提供
的生产条件、场所等，以雇主的名
义从事劳动。 (3)雇员的劳动义务
不能转移，必须亲自履行。(4)雇员
劳动所产生的成果一般归雇主所
有。(5)雇佣关系中，工资的支付一
般有相当稳定的周期，如按月、星
期支付等。

从本质上讲， 雇员与雇主的
雇佣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事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雇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
造成第三人损害， 雇主承担替代
责任。 这种人身损害赔偿替代责
任， 从归责原则讲是无过错责任
原则。 而劳务合同关系中， 适用
公平原则。

因此， 司法解释规定， 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人身损
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
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
身损害的， 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
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也可以请
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雇主承担
赔偿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 而这正是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的法律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 老年人雇佣
保姆时要签订合同， 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关系。 同时， 应当注意在
雇佣合同关系， 或者劳务合同关
系下， 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有
所不同。 李德勇 律师

劳动者注意：这些都是你应得的钱，别忘了追讨 工作二年后提出辞职
不能再索要二倍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