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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员工离职
要提前几天通知单位？

近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发布2020年涉新冠肺炎
疫情劳动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
例，涉及试用期延长、居家办公等
疫情防控期间较为常见的劳动争
议。 本报从今天起分上下两期刊
发仲裁机构对每个案例的释法分
析， 以帮助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
各项劳动用工政策的理解， 促进
劳动关系领域突出矛盾和风险的
及时防范与化解。

案例1
加强联动 通过个案发

现并妥善处置集体劳动争议

刘女士系某国际旅行社员
工， 双方于2017年订立为期5年
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从事国
际旅游业务经办工作， 月工资为
15000元。

2020年 2月 ， 受疫情影响 ，
旅行社安排她在家待岗并自该月
起按最低工资的70%支付待岗工
资。 6月， 旅行社以受疫情影响
国际旅行线路暂停为由， 与刘女
士解除劳动合同。 当月， 刘女士
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
称 “仲裁委”） 提起劳动仲裁申
请， 要求旅行社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等。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仲裁委
得知和刘女士同部门的其他6名
同事也与旅行社有同样的纠纷。
于是，就与他们取得联系，逐一询
问情况、研判案情。 同时，仲裁委
约谈单位负责人，向单位发放《仲
裁建议书》，从保障职工工资待遇
权益等6个方面提出建议， 并联
系、 指导旅行社所在街道的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对6名员工的
争议进行调解。

经调解，6名员工与旅行社签
订调解协议， 并将调解协议置换
成仲裁委出具的调解书。此外，经
仲裁庭调解， 刘女士也与旅行社
达成调解协议。

评析
疫情防控期间， 仲裁委在办

案过程中未满足于个案的化解，

而是闻风而动，主动担当作为，通
过个案发现并妥善处置集体劳动
人事争议纠纷，实现提前介入、尽
早解决、 有效发挥劳动人事争议
多元处理机制作用， 有力维护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 在案件处理过
程中， 通过对争议纠纷产生的症
结进行分析， 仲裁委向用人单位
发出《仲裁建议书》，有针对性地
提出意见建议， 有利于用人单位
加强管理规范用工， 预防和减少
争议发生。

案例2
延长试用 符合特定情

形用人单位无需支付赔偿金

孙某于2020年1月20日入职
某教育培训公司， 双方订立了期
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孙某的
岗位为销售主管， 试用期为3个
月，月工资为8000元，转正后月工
资为10000元。

2020年2月24日，孙某回家乡
湖北过春节。因新冠疫情影响，孙
某4月6日才返回北京， 居家隔离
14天后直至4月20日才恢复正常
出勤工作。 4月20日，公司告知孙
某，将延长试用期一个月，月工资
仍按照8000元标准支付。

2020年6月5日， 孙某以未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 向公司寄
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当
日离职。 随后， 孙某提出仲裁申
请，要求公司支付延长试用期1个
月的工资差额 2000元 、 赔偿金
10000元，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4000元。 仲裁委审理后，裁决
驳回孙某的全部仲裁请求。

评析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为相互了解、 选择而约定的不超
过六个月的考察期。 受新冠疫情
影响， 部分劳动者可能在较长时
间内无法正常向用人单位提供劳
动， 用人单位无法在试用期内考
察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业务素养、
履职能力、职业道德等，违背了法
律设置试用期的初衷。 在此情形
下， 应当允许用人单位扣除因疫

情影响无法考察劳动者的期间，
即适当延长试用期。但是，延长的
试用期不应超过受新冠疫情影响
劳动者无法提供劳动的期间。 对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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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简称 “《解
答》”）第5条进行了明确规定。

案例3
居家办公 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不得无正当理由降低

刘某在公司主要从事网络销
售工作，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刘某的月工资由基本工资5200元
加业绩提成构成。其中，业绩提成
每月为 2000多元至 5000多元不
等。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通
知刘某自2020年2月3日起居家办
公。 2月24日，公司称受市场影响
业务不饱和、 居家办公无法记录
考勤， 决定自当月起将网络销售
部门居家办公员工的月基本工资
调整为北京市最低工资即 2200
元，业绩提成比例不变。

刘某不认可公司的降薪行
为，认为居家办公反而更忙了，连
休息日都在忙工作。 刘某虽多次
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出异议，但
未能得到解决。 5月6日，刘某提出
仲裁申请， 要求支付2月至4月份
的工资差额9000元， 仲裁委支持
了刘某的请求。

评析
劳动报酬权是劳动权利的核

心， 它既是劳动者及其家属基本
的生活保障， 也是社会对其劳动
的承认和评价。 劳动报酬是劳动
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 也最为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所关注， 同时也
是最容易出现劳动争议的事由。

《劳动合同法》第35条第1款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 ”本案中，公司受新冠疫情
影响安排刘某在家上班应视为其

正常出勤上班。 虽然受疫情影响
刘某的工作业绩可能出现下降，
但因此受影响的应是其工资中的
业绩提成部分， 在未经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 公司单方将刘某的基
本工资降低为最低工资缺乏依
据，应予补发。

案例4
未订合同 用人单位已

经事先通知可不支付二倍工资

陈某于2017年2月入职某教
育咨询公司， 双方在为期3年的
劳动合同中约定陈某的岗位为客
户服务， 月工资为6000元。 2020
年2月3日， 公司发电子邮件告知
滞留在河北家乡的陈某将与其续
订劳动合同。 陈某回复称， 由于
新冠疫情影响， 现阶段无法回到
公司续订劳动合同， 也无法通过
快递接收劳动合同文本， 其将在
返回公司后第一时间与公司续订
劳动合同。

4月8日， 陈某返回北京。 由
于双方未能就工资调整达成一
致 ， 陈某未与公司续订劳动合
同， 并于次日离职。 5月6日， 陈
某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
2020年2月5日至4月8日期间未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12828元。 经仲裁委释明 ， 陈某
撤回其仲裁申请。

评析
《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1款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 本案
中，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公司履行
了通知陈某续订劳动合同的义
务， 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客观上
无法与其续订书面劳动合同。 在
此情形下， 如果继续让公司承担
支付未订立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
额的责任有失公允。

对此，《解答》第3条规定：“用
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已提出订立
或续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因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客观上无法与劳

动者订立或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
者要求支付该期间未订立或续订
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
不予支持。 ”

案例5
协商未果 用人单位仍

可统筹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

张某于2016年9月入职，担任
公司品控部主管，月工资为15000
元。 自2018年1月开始，张某每年
享有10天带薪年休假。 该公司主
要业务是二手车在线交易， 受新
冠疫情影响， 自2020年春节以来
业务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在安排张某休完此前积攒的
调休后，公司通知张某自2020年2
月17日至28日休2019年剩余5天
年休假及2020年5天带薪年休假。
2020年4月24日，公司与张某解除
劳动合同。

2020年5月7日， 张某提出仲
裁申请， 以公司强制安排休带薪
年休假违法应属无效为由， 要求
支付2019年、 2020年共计10天未
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3793元 。 仲
裁委审理后， 驳回了张某的仲裁
请求。

评析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

条第1款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
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9
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
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 ”

根据上述规定， 对当年 （或
跨1个年度） 具体休带薪年休假
的方案， 由用人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劳动者
本人意愿统筹安排， 未要求用人
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才可
决定如何安排休带薪年休假。 本
案中， 公司在生产经营困难时期
统筹安排张某休带薪年休假并无
不妥， 且足额支付了休假期间的
工资， 故仲裁委依法驳回了张某
的仲裁请求。

编辑同志：
我受雇于方某并为其驾驶货

车。 半年前， 因超载加之我车速
过快， 我与严重占道行驶的郭某
驾驶的卡车发生碰撞。 事故中，
我受伤较重。 经交警部门认定，
我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郭某负事
故的主要责任。

事后， 郭某投保的保险公司
赔偿了我70%的损失。 当我索要
剩余30%的损失时， 方某一口拒
绝， 其理由是事故责任在我， 与
他无关。

请问： 方某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陈安华

陈安华读者：
方某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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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第十一条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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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雇主承担的是不真
正连带责任， 雇员既可以基于第
三人的侵权行为向第三人主张权
利， 也可以基于雇佣关系向雇主
主张权利 ， 两个请求权是独立
的， 雇员享有选择权。 但是， 第
三人作为直接的侵权行为人是最
终的责任承担者， 雇主在履行赔
偿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本案中， 你已通过保险公司
获得源于第三人的赔偿， 能否再
次选择雇主方某承担赔偿责任，
要看方某是否存在过错。

因为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
务关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

承担侵权责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
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
即雇主应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只
有雇主在雇员提供劳务的过程中
存在过错才承担责任。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
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
损害结果， 仍希望或者放任该损
害结果的发生。 很明显， 方某并
不希望你发生交通事故， 也没有
放任交通事故的发生， 即不存在
故意。 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
行为会造成损害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 或者是已经预见但轻信可
以避免。 而方某应当预见货车超
载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却轻信可
以避免， 即存在过失。 正因为如
此， 基于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你存
在车速过快的过错， 方某应当在
30%范围内承担一定损失， 剩余
部分则应当由你自负。

颜梅生 法官

常律师：
您好！ 我属于劳务派遣

人员， 与派遣单位签订了劳
动合同。 现在， 我年纪大了，
家里也不那么缺钱了， 就不
想继续干了。 请问： 我需要
提前多长时间告知单位才能
离职呢？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 第十四条规定， 被派遣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劳务派遣单位，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所以， 您只需
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务派遣单位即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在此提醒您： 若涉
及工作交接的， 一定要做好
工作交接等事宜。

法条链接：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十四条 被派遣劳动
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务派遣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被派遣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劳务派遣
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被派遣
劳动者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况及时告知用工单位。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本报记者 张晶

（上）

雇员因过错受伤 雇主应当赔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