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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王女士是一家商贸公司职

工， 在此已经工作3年， 她的最
后一份劳动合同终止期限为2022
年7月4日。 2020年5月底， 她因
申请调岗失败， 遂于同年6月3日
提交辞职书。 公司收悉后， 让她
于同年7月3日办离职手续。

然而， 王女士因身体不适于
2020年6月15日上午到医院做检
查， 意外发现自己已怀孕六周。
同年6月17日， 王女士即以自己
怀孕六周为由向公司书面申请撤
销辞职书。 对此， 公司人力资源
部称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决定。

王女士本以为公司会同意她
的请求， 没想到公司却在2020年
7月3日安排她办理离职手续。 她
认为商贸公司的做法既不公平也
不符合法律规定， 于是就以公司
的行为违法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提出恢复劳动关系、 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

庭审中， 王女士诉称， 其在
申请辞职时对自己已经怀孕的事
实并不掌握构成重大误解， 其辞
职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 况
且， 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无权
辞退已经怀孕的妇女。 商贸公司
辩称， 王女士系自行辞职并非公
司单方辞退， 其无权要求恢复劳
动关系。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经审理
认为， 王女士辞职时不知晓其怀
孕之事实， 不能列入重大误解之
范畴， 遂裁决对王女士的仲裁请
求不予支持。

法理剖析
首先， 劳动者享有预告辞职

权， 但提交辞职书后不能任意反
悔。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该规定表明， 劳动者
的辞职书在用人单位收到后， 其

辞职行为即发生法律效力， 用人
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让其继续上班
30天，也可以当天批准让其走人。
而劳动者在30日的预告期内能否
撤回辞职申请， 主动权和选择权
完全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当然，
如果劳动者的辞职行为系重大误
解所致，或者具有受欺诈、胁迫等
情形，那才属于例外。

其次， 不知晓自己已经怀孕
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
解。

根据规定， 行为人因对行为
的性质、 合同的内容等产生错误
认识， 进而导致其行为后果与自
己的意思相悖， 才能够认定为重
大误解。 本案中， 王女士称辞职
之意思表示不真实， 系其在获悉
怀有身孕之事实后才称其辞职之
意思表示不真实， 该做法有违事
物发展顺序， 难以被裁审机构采
信。 事实上， 王女士不知自己已
怀孕系对自身生理状况的认识错
误， 并非对其辞职行为的性质产

生错误认识， 故不属于重大误解
的范畴。

最后， 法律只是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辞退 “三期” 女工， 而对
包括 “三期” 女工在内的劳动者
主动辞职则无限制性规定。 本案
中， 王女士系自行辞职， 并非公
司提出解约。 王女士提出辞职系
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 是否知晓
其已怀孕并不影响这一处分行为
的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 王女士的辞职申
请不具有可撤销的事由， 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裁决驳回其仲裁请
求并无不当。

应当注意的是劳动者辞职无
需任何理由， 只需提前通知用人
单位， 这有利于促进人才流动，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但是， 劳
动者一旦提出辞职申请或通知已
送达至对方， 再想反悔就要看用
人单位的脸色了。 因此， 劳动者
应当谨慎行使辞职权， 免得追悔
莫及。 潘家永 律师

递交辞呈须慎重 送达之后难撤回

当心！ 不守诉讼规定可致权益丧失
编辑同志：

我的身份证记载的出生
日期即年龄比人事档案记录
的年龄大一岁多。 依据身份
证记载的出生日期， 现在我
已达到退休年龄。 可是， 当
我持身份证申请办理退休手
续时， 公司称： 根据档案记
载， 我现仍未达到退休年龄，
不能为我办理退休手续。

请问： 职工退休年龄是
以身份证为准， 还是以职工
档案为准？

读者： 张守民

张守民读者：
关于几份材料所记载的

职工年龄不一致时如何认定，
先后有过不同的规定。

1989年公安部 《关于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身份证
使用和查验制度的请示的通
知》 中规定： 居民身份证是
国家法定的证明公民个人身
份的证件， 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 并可用作办理聘用、 雇
用和离退休手续。

原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
核定职工退休年龄问题的复
函》 规定： “在启用身份证
以前办理职工退休手续时 ，
原则上应以职工原始档案中
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 《居
民身份证条例》 和 《居民身
份证条例实施细则》 发布以
后， 凡启用了身份证的， 在
办理职工退休手续时， 应以
职工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
为准”。

1999年3月， 原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 《关于制止和纠正
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
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
（劳社部发 〔1999〕 8号 ） 规
定： “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
定， 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
档案相结合的办法。 当本人
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
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案最
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至
于 “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
出生时间为准” 的规定是否
合理， 虽然存在争论， 但近
些年实践中处理职工年龄不
一致问题时， 都是按该规定
执行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
国家相关登记制度的实行和
进一步规范， 《民法典》 对
自然人年龄的认定依据亦作
出了权威的规定。

《民法典》 第十五条规
定：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
死亡时间， 以出生证明、 死
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 没
有出生证明 、 死亡证明的 ，
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
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 有
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
时间的， 以该证据证明的时
间为准。” 在这里， 对自然人
出生时间的确定依据作出了
明确具体的规定。 因此， 应
当树立登记公示的权威， 用
人单位在认定职工年龄时 ，
不应再以 （劳社部发 〔1999〕
8号） 文件为依据， 而应当执
行 《民法典》 的规定。

从你的讲述可以看出 ，
你应该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出生的。 由于那个时候一般
无出生证， 所以， 公司应当
以你的户口簿或者身份证登
记记载的出生时间来确定你
是否达到退休年龄。

潘家永 律师

案例1
拂袖去， 终止庭审悔不迭

因劳动合同纠纷， 小王与其
所在公司之间积怨较深。 在案件
开庭审理过程中， 小王针对公司
提出的辩解理由十分恼火， 因控
制不住自己过分冲动的情绪， 她
未等法庭辩论结束即扔下一句
话：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
难行， 我不和你胡搅蛮缠。” 此
后， 她竟然在未经法庭许可的情
况下拂袖离去， 庭审活动不得不
中止。

事后， 小王找到办案法官，
并向其诚恳地解释说： “我那天
径直离去， 不是对法官、 法庭审
理有意见， 而是向无理狡辩的公
司表示抗议。” 接下来， 小王恳
求法院继续审理她的案子。

然而， 法官没有答应小王的
请求。 相反， 法院还裁定本案按
照撤诉处理 。 小王对此后悔不
迭， 但只能接受。

点评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

三条规定： “原告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或者未
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可以按
撤诉处理； 被告反诉的， 可以缺
席判决。”

本案中， 小王是原告， 从她
的经历可以看出： 当原告仅凭理
直气壮是不够的。 在案件进入法
律程序后， 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
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
遵守法庭纪律。 否则， 不仅自己
应有的权利无法行使和实现， 反
而会徒增诉累。

案例2
迟交费， 起诉并未成诉讼

小吴一直在单位从事销售工

作， 离职后他和两个原来的同事
合伙创办一家公司。 后来， 因一
起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他成了案
件的原告。 该案件经法院经济庭
审查立案后， 法院书面通知其自
接到该通知的次日起7日内预交
诉讼费用。 但是， 小吴既逾期未
交诉讼费用， 亦未在此期间提出
缓、 减或免交诉讼费的申请。

于是， 法院依据有关规定，
裁定本案按自动撤诉处理。

点评
国务院 《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 第二十条规定： “案件受理
费由原告、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 、 上诉人预交 。 被告提起反
诉， 依照本办法规定需要交纳案
件受理费的， 由被告预交。 追索
劳动报酬的案件可以不预交案件
受理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
交纳案件受理费； 反诉案件由提
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起反诉次日
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当
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
出司法救助申请， 或者申请司法
救助未获批准， 在人民法院指定
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由
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百四十三
条规定： “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
交案件受理费， 人民法院应当通
知其预交， 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
申请减、 缓、 免未获人民法院批
准而仍不预交的， 裁定按自动撤
诉处理。”

本案中， 小吴因忙于手头上
的生意而忽视法院的缴费通知，
结果被法院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裁
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无奈， 他只
得另行起诉。

案例3
未出庭， 有理无理任人说

老杨因自身过错导致公司合
法权益受损， 离职后公司将他诉
至法院索赔。 法院受理公司的起
诉后， 老杨以充足的事实和理由
及时向法院提出了反诉的诉讼请
求。

遗憾的是， 老杨因记错案件
开庭审理的时间而未能按时出
庭， 法院作出了不利于杨某的缺
席判决， 并承担诉讼费用1000多
元。

面对这样的结果， 老杨无奈
地说： “这起案子标的额不大，
我完全胜券在握， 但因未能按时
出庭而导致败诉， 还白白承担了
诉讼费用。”

点评
《民事诉讼法》规定，开庭是

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分清是非责
任， 对案件做出公正处理的必经
程序。在法庭上，当事人可以充分
陈述自己的观点，提供相关证据，
对有关审判人员提出回避申请，
进行反驳，提出反诉；对案件事实
没有争议的， 负有义务的一方可
以依法请求法院调解， 取得对方
的谅解和同情，使对方在违约金、
赔偿金、利息等方面做出让步。这
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损失， 而且可
以维系双方的关系。

相反， 如果一方当事人经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其
上述权利就无法行使， 法院则会
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缺席判决。

案例4
超时效， 白白丧失请求权

李某为筹备儿子婚事， 向好
友邹某借款3万元。 双方在借据
中约定： 借款期限为1年。 令人

遗憾的是， 直到4年后邹某才想
起催促李某归还借款， 而李某以
无能力偿还为由拒绝。 无奈， 邹
某将李某告上法庭。

庭审中， 邹某诉称， 他因家
庭经济困难， 常年在外打工， 好
不容易积攒了几万元钱。 因其与
李某是同村的好朋友， 所以， 当
李某有求于他时， 他就慷慨地答
应了， 并将手头的全部积蓄借给
李某。 然而， 李某不仅不知恩图
报， 还以无能力偿还赖账， 于情
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李某辩称， 其所欠邹某借款
是事实， 但该借款已经超过4年
诉讼时效， 邹某不能再请求其偿
还借款。

法院审理认为： 原邹某与被
告李某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合法
有效，借款事实清楚。 但是，邹某
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
主张权利， 亦未提供其对相应借
款有过主张或李某有过承认等产
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事由
的相关证据， 诉讼时已超过法律
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 据此，法院
对邹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
判决驳回了邹某的诉讼请求。

点评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

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
使权利， 当时效期间届满时， 人
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
保护的制度。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三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
规定。” 也就是说， 在法定诉讼
时效期间届满后， 权利人行使请
求权的 ， 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
护。 本案中， 双方对还款时间有
明确约定， 原告因自身问题而忽
视了诉讼时效， 结果导致大额借
款打了水漂。 张兆利 律师

档案与身份证内容不同
退休年龄以哪个为准？

人民法院作为定纷止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对与诉讼有关的法律规定的落实必然是严格的。 因为， 只有这样
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然而， 由于对法律规定了解不多、 理解不深、 甚至有一定程度的误解， 职工小王、 小
吴等人在起诉或被诉后， 要么忘记出庭时间、 错过开庭审理进而导致败诉， 要么在庭审过程中不能控制个人情
绪、 未经法官许可拂袖而去， 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

以下4个案例通过对小王、 小吴等人的诉讼经历的分析， 告诉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务必要遵守法律规定， 听从法
官指挥， 尽量避免因个人失误造成自身合法权益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