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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物资公司仓库

的装卸工， 签订有3年期的劳
动合同。 半年前， 我在工作
时不慎摔倒， 尾椎骨处重重
地撞在地上 ， 住院治疗2个
月。 经当地人社局认定， 我
的伤害构成工伤。 后经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我构
成八级伤残。 由于公司未为
我办理工伤参保手续， 所以，
我就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赔付
责任。

在行业调解组织的调解
下， 我和公司达成如下协议：
由公司一次性支付我8万元工
伤赔款， 我不得再以工伤赔
付事由提起诉讼。

调解协议签订后 ， 公司
提议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
调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 我
表示同意。 经双方提出申请，
劳动仲裁机构对该份调解协
议进行审查确认后， 制作并
送达了劳动争议仲裁调解书，
我和物资公司均予以签收 。
之后， 公司支付给我8万元赔
款。

现在， 我感到公司给予
的工伤待遇赔付过低， 想反
悔。 请问： 我是否可以到法
院起诉， 要求重新裁决工伤
待遇？ 读者： 纪清

纪清读者：
你无权反悔， 即法院不

会受理你的诉求。
首先， 你们双方达成的

调解协议合法。 该调解协议
是在你已经被认定工伤和进
行了伤残等级评定的情况下
签订的， 此时， 你对自己应
得的工伤待遇等权利内容以

及预期的风险， 已经有了清
楚、 充分的认识， 而且物资
公司也不存在欺诈 、 胁迫 、
乘人之危等情形， 因此， 该
调解协议是你们双方真实意
思的表示， 合法有效。

其次， 仲裁调解书具有
法律效力。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中央综治办 《关于加
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的意见》 指出： “对当事人
双方提出的审查调解协议申
请， 仲裁委员会受理后， 应
当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对
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的调解
协议出具调解书。”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42条规定， 劳动仲裁 “调
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
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不成
或者调解书送达前， 一方当
事人反悔的， 仲裁庭应当及
时作出裁决”。

本案中， 你和公司共同
就调解协议提请劳动仲裁机
构审查确认， 劳动仲裁机构
经审查后出具了仲裁调解书，
该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 而
且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义
务， 因此你不能再反悔。

最后， 对生效的仲裁调
解书反悔 ， 法院不予受理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 （一）》 第11条规定： “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调解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
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 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
的， 裁定驳回起诉。” 因此，
你即使到法院起诉， 法院也
不会受理。

潘家永 律师

常律师：
您好！
我 于 2017年 入 职 A公 司 。

2019年 ，A公司被B公司吸收合
并。 当时，我又与B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现在，我想主张之前自己
在A公司的加班费，可以向B公司
主张吗？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四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
或者分立时， 原劳动合同继续有
效， 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
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本案中 ， A公司是被B公司
吸收合并的 。 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 A公司拖欠您的加班费应由
B公司继续履行。

据此， 您可以通过协商或者
申请劳动仲裁的方式向B公司主
张加班费。

【案例】
2020年6月14日，某公司招聘

人员徐磊在网上看到曹长荣的履
历后就电话通知她参加6月26日
的公司面试 。 7月10日面试后 ，
徐磊问曹长荣入职时间能否提前
一点， 曹长荣回复说， 因在原单
位离职需要走流程， 月底可以办
理好离职手续。 随后， 徐磊向曹
长荣发送员工录用审批表。 该表
载明了曹长荣的基本信息 、 工
资、 社保公积金缴纳基数等， 其
他审批事项为空白。

2020年7月25日，公司向曹长
荣发送新员工入职须知、《录用通
知书》， 载明曹长荣于2020年7月
29日9时入职， 岗位为部门经理，
合同期限3年，试用期为6个月，试
用期工资8143元/月 ， 转正后工
资10179元/月。 然而， 该 《录用
通知书》 未签字也未加盖公司印
章。

而此前的2020年7月22日，曹
长荣应公司要求去无锡参加了公

司召开的月度会议， 交通费、 住
宿费等由自己垫付。 就在曹长荣
等待报到上班之时， 公司2020年
8月12日通知她： 取消录用。

曹长荣提出， 其2019年11月
5日与原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期
限至2022年2月28日。 现因其主
动辞职没有得到经济补偿金， 公
司现在不录用她， 她另找新的工
作也需等待时日， 相应期间损失
公司应予补偿。

公司认为： 曹长荣没有通过
面试， 也未向其发送正式录用通
知书 ， 双方属于正常的面试过
程， 公司有权不予录用。 至于曹
长荣自主决定与原单位解除劳动
关系， 与公司无关。

曹长荣想知道： 公司的说法
对吗？ 她的主张法律支持吗？

【评析】
《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
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三）有其他违

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按照该规定
的要求， 用人单位虽然可以依法
自主招录员工、 并可依自身需要
对聘用人员在全面考核基础上决
定是否录用，但其在录用方式、考
核途径方面应本着审慎、诚信、合
理的原则进行， 并注意保护劳动
者利益和合理信赖。

本案中， 公司在决定录用曹
长荣并向其发出入职通知后又反
悔取消录用， 导致曹长荣主动辞
职， 这期间的合理经济损失是因
公司的过错造成的， 公司应当对
因此给曹长荣造成的损失承担缔
约过失的赔偿责任。 其赔偿范围
应为曹长荣的直接经济损失及信
赖利益损失。 其中， 直接损失是
指曹长荣在应聘过程中产生的交
通费、 体检费等。 信赖利益损失
是曹长荣基于对公司的信任， 辞
去原工作以及今后需要重新找新
工作的时间成本， 信赖利益损失
一般会按照1至3个月工资作为赔
偿的参考。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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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服务期离职，必须支付违约金吗？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
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
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
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
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可是， 黄女士、 徐先生、 周
女士因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服务
期协议与其所在单位发生争议
后， 面对单位的索赔， 他们对自
己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 如果 违
约 如 何 承 担 违 约 责 任 等 问 题
产生一些困惑， 也不知道自己下
一步该怎么办？ 以下3个案例分
析， 从法律角度解答了他们遇到
的疑问。

【案例1】
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须

支付违约金

因为公司没有为自己缴纳养
老保险费， 黄女士多次要求给予
补缴 。 然而 ， 公司始终不予补
缴。 无奈， 黄女士只得向公司提
交辞呈并很快离开了公司 。 可
是， 公司以其曾经出资6万元送
黄女士参加专项培训、 双方已签
订服务期协议为由， 要求黄女士
支付未履行服务期协议的违约
金。

【点评】
黄女士有权拒绝支付违约

金。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了服务期， 劳动
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不属于违
反服务期的约定， 用人单位不得
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
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
权益的；（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
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
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
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
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用人
单位。 ”

本案中， 黄女士的离职， 其

原因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八条规定的第 （三） 项内容。 因
其离职不存在违约事由， 故无须
支付违约金。

【案例2】
因犯罪无法履行协议仍

须支付违约金

徐先生因盗窃他人巨额财物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而此时，徐
先生所在公司已经花费资金让他
参加了专项技术培训， 并且与其
签订了服务期协议。 眼看徐先生
无法再为公司提供劳动， 亦不能
按照服务期协议履行协议约定的
义务， 公司便以其违反合同约定
为由，要求徐先生支付违约金。

徐先生对公司的要求明确表
示拒绝： 其理由是自己并非不同
意履行服务期协议， 也不是不履
行该协议， 只因 “身不由己” 无
法履行， 不属于违约。

【点评】
徐先生必须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约
定服务期的劳动合同的， 劳动者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一） 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二）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
（三）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
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
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四）
劳动者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
乘人之危， 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
动合同的；（五） 劳动者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 ”

本案中， 徐先生因为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客观上导致了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 该情形与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六条
第二款规定第 （五） 项相吻合，
故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案例3】
已经退还培训费用不必

再支付违约金

周女士与公司签订服务期协
议时约定 ： 公司送周女士去培
训 ， 20万元培训费用由公司承
担； 周女士学成后必须在公司工
作5年， 否则， 其除赔偿全部培
训费用外， 还应当向公司支付50
万元违约金。

然而， 周女士完成培训后拒
绝前往公司就职， 公司遂要求其

支付20万元培训费、 50万元违约
金。 可是， 周女士只同意退还公
司20万元培训费用。 此外， 周女
士既不承认自己违约， 也不同意
支付违约金。

【点评】
周女士可以拒绝支付违约

金。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
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
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
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
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
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即此类违约金遵从的是填平原
则，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用
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
金必须以培训费用为限。

本案中， 周女士已经向公司
退还了20万元培训费用， 意味着
公司已不存在由此导致的损失，
其自然无权再行索要违约金。 不
过， 周女士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协
议约定， 但是， 按照法律规定，
其不用再支付违约金了。

颜东岳 法官

通知录用后又随意取消
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原单位被兼并，拖欠的加班费怎么办？

调解协议经仲裁确认
工伤员工不可以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