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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解除，竞业限制是否还有效？

合同约定竞业条款
试用期内双方解约

吉星说 ， 他是2018年4月25
日通过多轮测试进入公司的。 入
职当天， 公司即与他签订了期限
至2023年 4月24日的劳动合同 。
按照合同约定， 其职务为公司研
发团队首席高级工程师， 月工资
14500元。

同时， 双方在该劳动合同中
还作了如下约定： 一是吉星应遵
守作为劳动合同一部分的 《任职
保密协议书》。二是任职期间及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两年内
均需接受竞业限制。 在竞业限制
履行期限内， 公司有权随时解除
相应的竞业限制条款， 但应当向
吉星额外支付3个月的竞业限制
补偿。 三是竞业限制补偿金标准
为吉星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前12
个月平均工资的50%。 四是吉星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应承担月度汇
报就业义务和不怂恿公司劳动者
离职的义务。 如违反汇报就业义
务， 经公司敦促仍不履行或者提
供虚假信息的， 公司有权停止支
付经济补偿。

吉星说， 入职时他向公司提
交了入职登记表、入职声明书，并
与公司签订了试用期考核管理告
知确认单。其中，入职登记表中载

明了自2011年8月至2018年4月的
工作履历。在入职声明书中，他承
诺自己提供的应聘资料真实有
效，不存在隐瞒和虚构，并授权公
司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此外，他
还保证截至入职当天与原雇主不
存在任何未决的劳动争议，否则，
公司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在试用期考核管理告知确认
单中，吉星再次承诺：如其向公司
提供的材料和信息有虚假或隐
瞒， 或者存在其他违反诚实信用
原则或公序良俗行为的， 将被视
为不符合录用条件， 公司可在试
用期内单方即时解除劳动合同。

2018年6月1日， 公司通知吉
星于该日解除劳动合同。

吉星说， 公司与他解除劳动
合同的理由为：“试用期考核不合
格，不符合录用条件。 ”公司称，其
解除吉星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入
职时提交的材料与公司背调所了
解掌握的实情不符， 不符合公司
要求。 ”

劳动合同虽已解除
竞业限制依然有效

既然无法在公司工作了，吉
星便要求公司返还其2018年5月1
日至5月31日期间被扣发的6.02
元工资， 支付其2018年6月1日解
除劳动合同当天的工资。此外，他

还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竞业限制补偿金
等。因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吉星于
2019年5月30日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同年12月17日，仲裁裁决支持
了他的请求。其中，竞业限制补偿
金达到13.4万元。 公司不同意该
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尽管吉星对仲裁裁决也有不
满， 但他认为该裁决起码证明自
己的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 公司
虽然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可竞
业限制条款并未因此废除。

对于吉星是否负有保守商业
秘密的义务， 公司称其并未实际
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 并不负有
相应的义务。为此，公司提交工作
电子邮件加以证明， 而这些邮件
上均备注“注意：本邮件及其随带
之附件内容仅为收件人提供，可
能包含公司应予保密之内容”字
样。由此，一审法院不采信公司的
主张， 并认为邮件备注内容与吉
星的主张相吻合。 结合双方签订
的《任职保密协议书》，一审法院
认定吉星属于对公司负有保守商
业秘密的劳动者。

另外，一审法院查明，吉星在
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与多家用人
单位发生劳动纠纷诉讼。 通过对
比法院生效判决载明的信息，可
以发现他提交给公司的工作经历
存在工作单位不实、 工作期间不

实等情况。更让人不解的是，其到
公司应聘时与原单位的劳动争议
还在诉讼之中， 而他竟然保证与
原雇主无任何争议。据此，公司决
定解除其劳动合同。

庭审时， 公司主张其与吉星
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应因其入职
欺诈行为随同劳动合同一并无
效，但一审法院认为，竞业限制条
款的目的在于规范劳动合同解除
或终止后的行为， 该条款对劳动
合同的其他条款具有相对独立
性，二者对应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合同是否有效不影响其中的
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因此，对该
项主张不予支持。

无故扣薪应予返还
竞业补偿仍需支付

对于双方之间的争议， 一审
法院认为， 对于扣发吉星6.02元
工资一事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 。
公司称，此系吉星2018年5月14日
上午上班迟到7分钟所致，并提交
员工原始刷卡明细报表打印件加
以证明。因吉星对此不认可，法院
认定公司属于无故克扣， 应当予
以返还。

经查， 公司正式通知吉星解
除劳动合同的日期及双方实际解
除劳动合同的日期均为2018年6
月1日，吉星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该

日的工资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
该请求并无明显不当， 故不采信
公司的主张。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
事人的陈述， 可以认定公司系因
吉星不符合录用条件而在试用期
内与吉星解除的劳动合同。 一审
法院认为， 公司属于合法解除劳
动关系，无需支付赔偿金。

按照合同约定， 吉星在解除
劳动合同之日起两年内需接受竞
业限制，在竞业限制履行期限内，
公司有权随时解除相应的竞业限
制条款， 但应当向吉星额外支付
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本案中，
虽然公司主张在通知解除劳动合
同时已一并告知吉星无需履行竞
业限制义务， 但吉星对公司该项
主张不认可， 且公司无证据证明
已履行该告知义务， 故应支付相
应期间的经济补偿。 考虑到公司
在2019年8月14日仲裁庭审时已
明确表示吉星无竞业限制义务，
故吉星对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应
于该日解除， 但公司应按约定额
外向其支付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
偿金。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返
还吉星被扣工资6.02元、 支付欠
薪666.67元、竞业限制补偿12.6万
元。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为充分发挥员工

潜能， 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决
定每月对员工的工作业绩进行排
名。 对于连续三个月排名处于后
三位的， 公司规定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由于我的排名连续3次倒
数第一， 近日， 公司决定让已经
连续工作3年的我立马走人。

请问： 公司的做法是否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读者： 罗雪娟

罗雪娟读者：
公司的做法属于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如其不改正错误必须向
你支付赔偿金。

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违法。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
工作的；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
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上述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必须
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或者额外支
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二是具有
所列三种情形之一。

本案中， 公司既未提前三十
日书面通知你， 也未额外支付给
你一个月工资 ， 即让你立马走
人， 无疑是违法的。 同时， 公司
实施的末位淘汰制度也是违法
的。 因为， 即使你考核中排名靠
后， 甚至是连续倒数第一， 并不
能说明你不胜任工作。 此外， 公

司让你离职前， 也没有经过让你
培训或者调整岗位这一法定程
序。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支付双
倍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
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而该法第四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
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
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
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
偿。”

根据上述规定， 如果公司固
执己见， 不改正错误， 那么， 其
必须根据你离职前12个月正常工
作时的工资标准， 向你支付6个
月的工资作为赔偿。

颜东岳 法官

让业绩差员工立马走人
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近日， 读者小郑反映， 他已

经在技工学院完成全部学业， 但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及时拿
到毕业证书。 后来， 他凭着学校
出具的证明与一家制药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为1个月。 然
而， 他在车间工作时受到事故伤
害， 现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当提
出工伤认定时， 公司拒绝了他。
公司的理由是 ： 根据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2条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
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 未建
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
同。”

小郑想知道： 他受到的伤害
是否构成工伤？

法律分析
该制药公司曲解了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2条规定的本意， 其以此为根据
拒绝为小郑办理工伤待遇是错误
的。

其一， 制药公司与小郑存在
法定的劳动关系。 上述规定的适

用是以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
工助学” 为前提， 而小郑虽未领
取毕业证书， 但他在公司工作的
目的就是就业， 并非勤工俭学。
从小郑介绍的情况看， 其与公司
已经签订了包含1个月试用期的
劳动合同 ， 该合同还对工资待
遇、 岗位要求、 工作时间等作出
了明确约定， 因此， 其合法权益
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

其二， 制药公司应当履行为
小郑办理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
《工伤保险条例 》 第二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
业单位、 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参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
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
既然小郑已经与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且已成为公司职工， 公司就
应当为其办理工伤保险。

综上， 小郑有权要求公司为
其办理工伤认定手续。 如果公司
拖延不办， 其可以自行向劳动行
政机构申请工伤认定， 进而获得
工伤保险待遇。 程文华 律师

未领毕业证员工因工受伤可认定工伤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劳动合同法》 第23条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根据该规定， 吉星 （化名） 认为， 其劳动合同虽然因公司在试用期内解除而无效，
但竞业限制协议并未失效。 恰恰相反， 公司应当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按照合同约定向他支付两年的竞业限制补偿费用。

公司认为， 吉星只在公司工作30多天时间， 尚未接触到商业秘密， 不必遵守竞业限制协议。 况且， 公司在试用期内解除其
劳动合同， 当然就解除了竞业限制协议， 故无需向其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可是， 吉星不仅主张公司应当支付这些费用， 而且
主张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应当向其支付赔偿金， 同时， 需返还其被无故克扣工资6.02元及被拖欠的一天工资666.67元。

起初， 公司觉得吉星的要求很可笑， 以为闹一闹就过去了。 岂料， 仲裁及一审法院均支持了他的大部分请求。 4月6日， 二
审法院也判令公司向其支付12.6万元竞业限制补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