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工资拆成两份发放
员工要求支付欠薪

郗文斐于2018年8月17日入
职， 公司安排其担任技术副总经
理职务。 2019年4月1日起， 他离
开公司创办新企业。 不过， 他这
一行为是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
引导、 支持下做出的。 因此， 他
虽在新企业工作， 仍经常向何某
当面或者通过微信谈论业务。 在
他心目中 ， 自己仍然是公司员
工， 其仍然在为公司工作。

“我表面上从公司离职了，
但没办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郗
文斐说， 2020年2月， 他以拖欠
工资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同时， 要求公司支付其2019年2
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

工资。
仲裁庭审中， 郗文斐主张其

税后工资为65000元 ， 分两笔发
放。 其中， 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
资为5000元， 通过银行转账于每
月10日发放 。 另外60000元由公
司法定代表人何某以同等价值的
比特币支付， 发放至2019年1月
31日。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郗文斐
提交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 录
用通知书， 以及他与何某的微信
聊天记录截图作为证据。 其中，
录用通知书载明 ： “郗文斐先
生 ！ 您转正后薪资标准为 （税
后 ） 月 人 民 币 65000 元 …… ”
2018年 10月 26日的微信截图显
示： 何某就转送比特币事宜与郗
文斐进行沟通对话 。 何某问 ：
“9月工资剩余部分60000元收到
没？” 郗文斐回复： “收到。”

公司不认可录用通知书的真
实性， 认可微信截图的真实性，
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并称何某以
比特币支付的60000元属于其个
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且不清楚
其具体发放情况。

郗文斐称其正常出勤至2020
年 2月 16日 ，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0年2月16日虽未到过公司 ，
但 一 直 以 当 面 或 微 信 形 式 向
何某汇报工作。 2020年2月17日，
其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与
公司的劳动合同。 仲裁机构裁决
公司支付其2019年2月1日至2019
年 3 月 31 日 期 间 的 工 资 差 额
120000元。

公司不能自证主张
一审被判支付工资

郗文斐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就2019
年4月1日以后继续向公司提供劳
动的事实， 郗文斐提交了其与何
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微信群聊天
截图及录屏光盘等证据。 对该证
据的真实性， 公司予以认可。

公司主张， 郗文斐正常出勤
至2019年3月31日， 2019年4月初
已主动离职 ， 但未办理离职手
续。 之后， 其未为公司提供过任
何劳动 ， 公司无需向其支付工
资。 此外， 郗文斐离职后与何某

及其他人成立了新企业。
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微信聊

天记录、 夏某与郗文斐的股东协
议 、 新企业的营业执照作为证
据。 郗文斐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认可， 证明目的不认可。 公司提
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中， 并未
显示郗文斐向公司提出离职申
请。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应就郗
文斐的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责任。
其虽主张郗文斐每月工资 5000
元， 并提交劳动合同予以证明，
但劳动合同与录用通知书显示的
金额差距过大， 且其主张何某以
比特币形式支付的60000元属于
个人行为， 但并未就该主张提交
证据予以证明， 应当视何某的行
为属履行职务的行为， 对公司的
主张不予采信。

根据法律规定， 公司应就郗
文斐的工资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
任，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
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采信
郗文斐所持公司支付其5000元工
资部分至2019年3月31日，支付价
值60000元比特币部分至2019年1
月31日的主张。据此，判决公司支
付郗文斐2019年2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间工资差额705000元。

微信还原离职事实
二审驳回工资诉求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中， 当事人提交了新
证据。

公司技术总监唐某出庭作证
称， 2019年4月15日 ， 公司组织
了郗文斐离职欢送会。 会后， 郗
文斐与他当着何某的面交接了公
司相关平台的账号系统 、 密码
等。 此后， 郗文斐没到过公司、
没提交过任何工作成果。 郗文斐
不认可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但
称双方进行了部分工作交接。

郗文斐提交其与何某于2019
年3月14日至18日的微信聊天记
录， 其中有对矿池、 一键挖矿等
问题的讨论， 证明其与公司的工
作交流通过微信进行。 公司的公
众号截图， 显示公司在2021年使
用了他的工作成果。 对此， 公司
认可其真实性， 但不认可证明目
的。

另外 ， 公司提交2019年4月
13日至14日郗文斐与何某的微信
聊天记录， 双方就后续工作开展
进行沟通多次提到 “一起合作”
“合伙做生意” 等。 最初郗文斐
表示出资困难， 最终称 “我想开
了， 不纠结， 干吧。 矿池、 矿机
这事儿有前途……” 郗文斐认可
该证据真实性。

郗文斐与公司人事经理王某
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 2019年4
月16日， 郗文斐要求暂时保留其
社保账户 ， 对方表示暂留一个
月。 此后， 王某表示5月份对他
进行社保减员， 并让他支付两个
月的费用， 他表示同意。 同年6
月27日， 他表示让公司将他的社
保销户。

二审期间， 郗文斐称其受公
司指派成立新企业。 二审法院认
为，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劳动关系
解除时间。 从其与何某、 唐某的
微信聊天记录 ， 可以确认其与
2019年4月15日进行工作交接 ，
且此后未再到公司工作， 此时应
为其离职时间。

再者， 郗文斐工作发生变动
后是否仍为公司工作？ 经查， 郗
文斐无证据证明其出资设立新企
业系受公司安排， 且其与何某的
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其系独立
创业。 在双方明确表示要 “一起
合作” “合伙做生意”， 此后双
方不间断联系应视为合作关系的
延续而非劳动关系的继续 。 另
外， 经其请求， 公司才为其继续
代缴社保， 这也证明其不再具有
公司员工身份。 因其提交的公众
号内容不足以认定是其职务成
果， 故二审法院认为其离开公司
原岗位后未再为公司提供劳动。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 从工
作交接、 出勤情况、 社保安排、
工作变动原因和结果等方面能够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 可以确认
2019年4月15日郗文斐与公司解
除劳动关系， 其主张公司向其支
付2019年4月16日之后的工资缺
乏事实依据， 不应给予支持。 据
此， 判决撤销原判， 改判公司支
付郗文斐2019年2月1日至3月31
日 期 间 的 工 资 差 额 120000元 、
2019年4月1日至15日期间工资
29885元， 驳回郗文斐的其他诉
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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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称受公司指派创业索要工资被驳
编辑同志：

我入职到一
家公司后， 公司
让我给师傅朱某
当学徒， 准备在
我掌握一定技能
后再安排单独作
业。 一周前， 朱
某在上班时让我
外出帮他买烟 。
不曾想， 我过马
路期间不慎因路
滑而摔伤。 我曾
要求公司按工伤
处理， 可公司认
为我受伤与工作
无关， 不构成工
伤。 朱某也以伤
害源于我自己不
慎， 其并无过错
为由拒绝担责。

请问： 我究
竟 是 否 构 成 工
伤？

读者： 邱琪珍

邱琪珍读者：
你的情形的

确不构成工伤 ，
但可以要求朱某
赔偿。

首先， 你并
不构成工伤。

根据 《工伤
保险条例》 第十
四条第 （一） 项
之规定， 认定工
伤的要件是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 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
害 ”， 且三个要
件相铺相成、 缺
一不可。 而你虽
然是在工作期间
遭遇事故受伤 ，
但受伤的地点是
在马路并非公司， 且当时只
是为朱某买烟， 与你作为学
徒工的工作职责没有任何关
联。

其次， 你与朱某之间构
成义务帮工。

义务帮工是指帮工人自
愿、 短期、 无偿为被帮工人
提供劳务， 且被帮工人没有
明确拒绝而发生的一种社会
关系 。 你无偿帮助朱某买
烟， 无疑与之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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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规定：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
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
害的， 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
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 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 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
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在帮工
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
人身损害的， 有权请求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 也有权请
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被帮工人补偿后， 可以向第
三人追偿。” 也就是说， 被
帮工人免除责任的条件， 仅
限于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
工”， 只要被帮工人没有拒
绝， 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与之对应， 朱某不仅没
有拒绝你帮工， 反而要求你
帮忙外出买烟， 你的伤害发
生在帮工期间， 与帮工存在
关联。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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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员工已经离职创业

近日， 读者胡丽丽等17人向
本报反映说， 他们应聘到一家公
司后， 公司认为他们符合录用条
件， 但要通过岗前普通培训且经
考试合格， 才能与他们签订劳动
合同并报销培训费用， 否则， 不
仅不予录用还得自行承担培训费
用。

考虑到公司制订培训内容不
难， 他们便自掏腰包在公司指定
的培训机构参加了普通培训。 可
是， 在考试时他们发现公司的考
试题目与培训内容完全不同， 他
们的考试成绩最终未能达到录用
标准。 因公司有言在先， 其对应
聘者的质疑不管不顾， 既不录用
也拒绝报销培训费用。

他们想知道： 公司的做法对
不对？

法律分析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必

须承担胡丽丽等人的培训费用。
一方面， 对员工进行岗前培

训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劳动法 》 第六十八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
训制度， 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
用职业培训经费， 根据本单位实
际， 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
培训。”

《职业教育法》 第二十条也
指出： “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
实际， 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
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
育。”

即对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必
要的上岗前培训、 职业教育， 既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职责， 也是劳
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 劳动者的
义务只是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
积极参与并掌握相关知识。

与之对应， 公司不得以有言
在先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 公司应当承担培
训费用。

《职业教育法》 第二十八条
规定： “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
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
业教育的费用， 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有关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
或者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
政府依法规定。” 很明显， 承担
相应费用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且不得附加包括考试是否合
格在内的任何条件。

结合本案， 姑且不论公司的

考题与培训内容大相径庭， 即使
一致， 只要胡丽丽等人在培训期
间已尽力而为， 且不存在消极学
习的情形， 哪怕其考试不合格，
公司也必须承担你们的培训费
用。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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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其中所提到的劳动者应当担责
的情形， 仅仅是针对 “专业技术
培训”， 并不包括普通的上岗前
培训， 而本案涉及的只是普通的
上岗前培训。

颜梅生 法官

上岗考试不及格，能否让应聘者承担培训费用？

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据国
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
定， 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因此，
获得工资的前提是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郗
文斐 （化名） 因工作业绩突
出，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劝导
并在其鼎力支持下离职创
业， 其创业成果也被公司采
用。 在他看来， 自己一直是
公司的一员。

然而， 公司在郗文斐离
职后不再向他支付工资且停
缴了社保。 为此， 他以欠薪
及未缴纳社保为由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 请求公司向其支
付欠薪70多万元。 在仲裁支
持其部分请求后， 公司提起
诉讼。 因公司不能证明其工
资发放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
公司败诉。

二审法院认为， 郗文斐
与公司多名工作人员的微信
聊天记录显示， 其离职后虽
然经常与公司老板联系、 商
谈工作， 且其创业成果应用
于公司， 但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已经解除， 故于9月10
日终审判决公司无需向其支
付劳动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