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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自己工作面临的困难或风险认识不足， 孙月辉、 王磊、 张飞龙等员工或主动或被
动接受了公司提出的无底薪劳动条件。 但工作一段时间后， 他们发现自己的工资收入有时候
连最低工资都达不到。 于是， 他们开始通过仲裁及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下对他们
维权过程的法律分析， 告诫用人单位即使实行无底薪管理， 也必须保证员工的最低工资收入。

案例1
虽然约定无低薪， 最低

工资必保障

孙月辉入职快递公司时， 双
方约定劳动报酬底薪为1000元＋
业绩提成。 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
晚18点， 延长时间按业绩提成计
算， 每周休息1天。 一年后， 双
方口头约定， 将其工资变更为无
低薪， 其他不变。

从2020年12月开始， 因受新
冠疫情影响， 孙月辉连续4个月
业绩提成工资平均为920元。 孙
月辉向公司提出辞职， 要求公司
按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工资差额，
并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然而， 公司以孙月辉同意无
底薪， 且又主动提出辞职为由，
拒绝了他的请求。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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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规定： 用
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迫使劳
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
单 位 应 当 支 付 劳 动 者 的 劳 动
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
金： …… （五） 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由此
可见， 用人单位每月支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
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本案中， 因公司未足额支付
工资， 即使孙月辉主动辞职， 他
也可以要求公司按照最低工资标
准补足其工资差额。 同时，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及第四十六条规定， 他也可以
要求公司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

案例2
没有底薪不坐班， 劳动

关系不改变

王磊于2018年12月22日入职
广告公司时， 双方口头约定劳动
报酬为月基础工资1500元＋销售
额提成。 2020年9月， 公司与王

磊达成口头约定： 自10月1日起，
王磊的用工关系变更为不坐班
制， 工资无底薪， 全部按业绩提
成计算工资。

2021年1月25日，公司对王磊
发出解除用工通知， 并结算支付
王磊三个月的业绩提成工资为
3100元。 王磊要求公司按离职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支付3个
月的工资差额部分， 并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以已
经与其约定工资为无底薪、 双方
不构成劳动关系为由，予以拒绝。

【评析】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

（二）项规定：用人单位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该规定
表明， 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
一项强制性规定， 劳动者的月工
资收入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2020年10月1日起 ， 王磊的
工作方式变更为不坐班工作制，
但工作方式的变化不会引起劳动
关系的实质性变更。 在双方劳动
关系继续存续的前提下， 公司未
足额向王磊支付劳动报酬， 在辞
退王磊时应当向其支付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

案例3
最低工资按月算， 哪月

不足哪月补

2019年1月初 ， 张飞龙入职
一家化妆品公司， 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 业务员不设底薪，
每月按销售业绩数量的20%发放
绩效工资。 入职半年后， 张飞龙
的业务越发熟练， 月收入渐渐提
高至5000至8000元。

可是， 2020年2月以后 ， 张
飞龙有半年时间销售业绩几乎为
零， 月工资平均不足600元。 于
是， 他向公司提出按照最低工资
标准给付月工资， 但公司以其此
前12个月平均工资近3003元、 超
过最低工资标准为由予以拒绝。

【评析】
《最低工资规定》 第五条规

定，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
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的形式。 因此， 最低工资标准指
的是月工资， 而非月平均工资。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 “实行计件工资或
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
位， 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
上， 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
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

本案中， 张飞龙的月平均工
资可能达到3000元以上， 但是 ，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只要张飞龙
哪一个月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他就有权要求公司补齐
差额部分。

案例4
没有合同无底薪， 二倍

工资必须付

2020年1月5日， 曹明明入职
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因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双方口头约定按
销售业绩比例向其给付提成工
资。 工作期间， 他应每天上班时
参加公司晨会及其他会议， 每日
下午上班时间可由其个人支配，
譬如拉客户、 跑销售等。

2020年1月至5月， 曹明明的
平均工资收入为5600元。 同年5
月31日， 曹明明提出辞职并要求

公司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二倍工资差额。

公司认为， 曹明明作为自由
经纪人， 不接受公司的任何管理
与安排， 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
的销售业绩抽成， 双方之间既不
是劳动关系也不是劳务关系， 更
不存在签订劳动合同及支付未签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任何理由。

【评析】
本案中， 曹明明从事房产销

售工作， 接受公司的管理， 每天
按时到公司上班、 按照公司要求
参加必要的工作会议， 其工资也
由公司按销售业绩按月支付， 其
提供的销售劳动是公司业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 根据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
事项的通知》 规定， 双方之间的
关系完全符合确认劳动关系全部
要件， 因此， 可以确认二者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此外，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七条规定， 如果公司不
能提供证据证明曹明明系自由经
纪人， 在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
的特征， 公司又未与其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应当向其支
付未订立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杨学友 检察官

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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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读者王某向本报记者
反映说， 张某潜入公司财务室窃
取8万余元现金后， 突然意识到
他的行为可能被监控拍摄， 于是
就哀求负责管理的她帮忙删除以
逃脱罪责， 她考虑到两人私下关
系 “很铁” 就答应了。 可是， 此
举给警方破案带来了很大障碍。
查明真相后， 她被法院判处了刑
罚。

她想知道： 自己没有参与盗
窃， 警方没使用监控录像也破了
案， 她怎么会构成犯罪呢？

法律分析
王某所构成的是帮助毁灭证

据罪。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
“帮助当事人毁灭、 伪造证据，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即帮助毁灭证据罪是
指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 情节严
重的行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具
备了对应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王某已经帮助张某
毁灭证据。 这里的“帮助”包括直
接销毁， 如为当事人毁灭证据准

备工具、扫除障碍、出谋划策、提
供条件、撑腰打气、坚定其毁灭证
据信心等， 该行为可以出现在作
案前，也可以发生在作案后。这里
的“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
害人、自诉人等。张某盗窃公司现
金达8万余元，属于必须追究刑事
责任的犯罪嫌疑人。 而王某应张
某要求， 为使其逃避受到刑事追
究而直接删除监控录像， 妨碍张
某犯罪的证据出现或者使犯罪证
据减少。此外，王某虽然没有参与
盗窃， 其删除监控录像的行为最

终也没有导致无法破案， 但由于
其具有毁灭证据的故意， 故构成
帮助毁灭证据罪。

另一方面， 王某的行为属于
情节严重。 帮助毁灭证据罪中的
情节严重， 包括帮助毁灭重大案
件证据、重要证据、多项证据乃至
多次帮助毁灭证据或者伪造证据
造成严重后果。 王某删除监控录
像，毁灭的虽然不是唯一证据，但
却是重要证据， 客观上已经给警
方破案带来了很大障碍。

颜东岳 法官

同事在公司行窃，帮助删除监控录像构成犯罪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 我

的独生子在外地工作， 家里
经常只有50多岁的保姆曹女
士与我相伴， 她给予了我无
微不至的关照。 曹女士照顾
我多年， 又无儿无女无房产。
我是一个注重感情的人， 现
在最担心的是我儿子继承房
产后将曹女士赶出家门， 使
其无处安身。

请问， 有没有既不影响
子女继承房产又能让曹女士
在我的住房里安度晚年的好
办法？

读者： 蒋传林

蒋传林读者：
安居才能乐业 。 当前 ，

我国正在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 让人民群众住
有所居 。 为此 ， 《民法典 》
物权编专门规定了居住权这
样新内容。

《民法典》 第三百六十
六条规定： “居住权人有权
按照合同约定， 对他人的住
宅享有占有、 使用的用益物
权 ， 以满足生活居住的 需
要。” 由此来看， 居住权设定
的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在
居住权人和所有人之间进行
分配， 从而满足各自不同的
需求。

居住权主要是为了赡养、
抚养、 扶养等生活需要而设
立， 为公租房和老年人 “以
房养老” 提供法律支撑。 老
年人可以与银行、 保险公司
等机构签订协议， 将房屋抵
押给上述机构， 从而提前套
现变现， 获得一笔持续、 稳
定乃至延续终生的养老费用，
保证晚年衣食无忧， 同时自
己对该房屋仍然享有居住权，
直到去世时消灭。 另外， 想
提前将房产过户到子女名下
并能够继续居住该房产、 让
他人在自己去世后能够继续
居住于被继承的房产内、 离
婚后无房者的住所问题等 ，
都可以通过设定居住权来解
决。

《民法典》 第三百六十
七条至第三百七十一条就居
住权作了如下规定： 当事人
设立居住权应当订立书面的
居住权合同， 合同一般包括
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住所、
住宅的位置、 居住的条件和
要求 、 居住权期限等条款 ；
设立居住权应当向登记机构
申请登记， 居住权自登记时
设立； 居住权不得转让、 继
承； 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
住权人死亡的， 居住权消灭。
另外， 也可以采用立遗嘱的
方式设立居住权， 以遗嘱方
式设立居住权的， 参照适用
上述的有关规定。

根据以上规定， 你可以
与保姆曹女士签订书面的居
住权合同， 并在合同中写明
相关条款和内容。 当然， 你
也可以用立遗嘱的方式为曹
女士设立居住权。 由于设立
居住权采用的是登记生效主
义， 因此， 订立居住权合同
或者立遗嘱后， 应当尽快到
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居
住权登记手续。 这样， 在你
去世 、 儿子继承该房产后 ，
曹女士对该房产仍然享有居
住权， 直到其去世时消灭。

潘家永 律师

感恩保姆长期关照
可为其设定居住权

员工接受单位实行无底薪工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