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向单位主张工伤待遇、
是否可以索要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等合法权益。 可是， 在确认劳动关系时经常出现
6类误区， 会误导劳动者错失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权， 需要谨慎避免。 对此， 以
下案例分别作出了详细的法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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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1
工作方式及薪酬变更，

会导致劳动关系变化

王哲于 2019年 12月 22日入
职， 公司与他口头约定月基础工
资1500元， 另加销售提成。 2020
年9月末， 公司经理口头通知他
下月起不再实行不坐班制并取消
底薪， 其全部收入按业绩提成计
算。

2021年10月25日， 公司向王
哲发出解除用工通知， 并结算了
三个月业绩提成3100元。 王哲认
为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要求补足
差额， 并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可是， 公司以其工
作方式已经改变为非从班模式，
既不出勤打卡也没有工资底薪，
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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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劳动者每月的工资收入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 本案
中， 公司虽然于2021年10月1日
起将王哲的工作方式变更为非坐
班工作制， 但这种改变不会产生
劳动关系解除的法律要件。 在劳
动关系存续的前提下， 公司未足
额向王哲支付劳动报酬， 需依法
补足相应的工资差额， 同时， 还
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

误区2
销售业务员收入来自提

成， 当然没有劳动关系

曹明浩于2021年1月5日入职
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双方口头
约定其收入按销售业绩比例提
成。 除每天上班时参加公司晨会
外， 其他时间由个人支配。 5月
31日， 他提出辞职并要求公司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 公司以其系自由经纪人， 不
受公司任何管理与安排， 双方之
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

务关系为由予以拒绝。

【评析】
曹明浩从事房产销售工作，

在职期间接受公司的管理， 每天
按时上班并按公司要求参加必要
的晨会。另外，其劳动报酬由公司
按销售业绩按月支付， 其提供的
销售经营活动是公司业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可以确
认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全部
要件。 至于公司称其为自由经纪
人，在无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
该主张不能成立。相应地，公司应
当依法向其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误区3
默许劳动者冒名他人工

作多年， 以欺诈为由否认劳
动关系

2018年12月28日， 刘大义入
职公司从事采煤工作。 因体检不
合格，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经
班长汪平同意， 他一直使用已离
职员工郭石彬的名字领取矿灯等
采煤工具， 但在考勤和签字领工
资时用自己的真实名字。

2021年11月2日 ， 刘大义在
工作中撞伤右眼， 公司拒绝为他
申请工伤认定。 公司认为， 其冒
用他人名字， 以欺诈的方式在公
司工作， 该行为属于欺诈。 即使
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该
关系也因其欺诈而无效。

【评析】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

定， 顶替他人名字与用人单位建
立的劳动关系， 无论何种原因 ，
都因主体错误而不能成立。 本案
中， 公司在明知郭石彬已经离职
的情况下， 仍允许刘大义以郭石
彬的名字领取采煤工具并出入矿
井2年多时间。 期间， 公司一直
未对班长汪平提供的有刘大义名
字的工资册提出异议， 表明其对
刘大义体检是否合格并不在意，
且有意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合
意。 因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刘大义
存在欺诈行为， 故应确认双方自
刘大义提供劳动之日起建立劳动

关系。

误区4
营业部无用工主体资

格， 不能建立劳动关系

孙丽荣入职某旅行社营业部
时， 双方口头约定其工资为底薪
加提成，岗位为旅游顾问，每天早
上9点上班。 2020年6月15日，孙丽
荣在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本人无责任。当她向营业部主
张工伤待遇时， 得到的答复是该
营业部仅仅是旅行社服务网点，
没有用工主体资格， 不能与劳动
者建立劳动关系， 双方之间系合
作关系，故不能主张工伤待遇。可
是，该营业部的营业执照载明，其
系某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评析】
《民法典 》 第七十四条规

定 ，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
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四条规定：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
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 依法
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的， 可
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
动合同。” 本案中， 涉案营业部
系一家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依据
上述法律规定， 结合孙丽荣的工
作情形， 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已经
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其有权主张工
伤待遇。

误区5
原劳动合同未解除， 不

能再建立新劳动关系

崔欢系学校工勤在编职工。
2016年1月初因病休养， 后经学
校同意内退， 但其人事关系仍在
学校， 学校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 2019年3月， 她与一家公司
签订2年期用工合同 。 2021年 6
月， 她因公司拖欠3个月工资辞
职，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被拖欠工
资及离职经济补偿金。 公司以其
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其不
能同时与两个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为由予以拒绝。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八条规定： “企
业停薪留职人员、 未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的内退人员、 下岗待岗人
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
员， 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
争议， 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法院应当按照劳动关系处理 。”
该规定表明， 双重劳动关系并未
为法律所禁止。 本案中， 崔欢不
仅可以与原单位保持人事关系，
还可以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公
司拒绝向其支付离职经济补偿是
违法的。

误区6
辞职申请一旦获批， 劳

动关系当然解除

吕宜杰系建筑公司钢筋工，
公司与他签订了3年期劳动合同。
2021年3月22日， 在劳动合同即
将到期时， 他因父亲突发疾病决
定回老家伺候父亲， 遂向公司提
出书面辞职报告。 3天后， 其母
亲电话告诉他父亲病情好转， 不
需要他回家照顾。 鉴此， 他决定
继续上班， 但在3月26日受工伤。
公司为规避赔偿责任， 拿出公司
经理签字 “同意” 的辞职书告诉
他： 从批准之时起， 双方不存在
劳动关系了。

【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
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
系转移手续。 本案中， 吕宜杰提
出辞职时双方劳动合同尚未到
期， 其劳动合同仍然处于继续履
行中。 公司虽然认为他的辞职已
获批准， 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
通知他本人， 他正是因为未接到
批准通知才继续上班工作的。 此
外， 公司并未立即为他办理过离
职手续、 结清工资， 反而还让他
继续工作。 这表明他受伤时双方
之间的劳动关系依然处于存续期
间 。 因此 ， 他应当享受工伤待
遇。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认定劳动关系应避免6类误区
编辑同志：

我丈夫是一家公司的员
工。 因公司面临拆迁， 在公
司并没有拖欠我丈夫工资的
情况下， 公司与我丈夫故意
抬高月工资标准， 虚构公司
拖欠我丈夫36万元工资的事
实， 并以我丈夫的名义提起
诉讼。 在诉讼中达成偿付欠
薪协议后， 公司以法院的调
解书为凭虚构营业损失， 企
图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 同
时 ， 承诺分给我丈夫40%。
近日， 我丈夫因此事被刑事
拘留。

请问： 我丈夫怎么会涉
嫌犯罪呢？

读者： 肖菲菲

肖菲菲读者：
你丈夫确已涉嫌诈骗

罪。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

一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之
间恶意串通 ， 企图通过诉
讼、 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
回其请求，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单位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或者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行
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
位进行罚款， 并可以对其主
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即
只要存在对应行为， 构成犯
罪的，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
都必须受到刑事制裁。 刑事
制裁的方式之一， 就是应当
按照诈骗罪定罪量刑。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 ， 骗取数额
较 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
定：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
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一条也指出：“诈
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
万元以上、 三万元至十万元
以上、 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
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
大’。”

结合本案， 你丈夫的行
为具备了诈骗罪的构成要
件： 一方面， 你丈夫明知自
己的行为是为了帮助公司骗
取拆迁补偿款， 却基于一己
之私， 和公司共同虚构欠薪
事实， 隐瞒根本不存在的欠
薪， 即既有诈骗的故意， 也
实施了诈骗行为 。 另一方
面， 你丈夫与公司的涉案金
额达36万元， 属于 “数额巨
大” 之列。

颜梅生 法官

近日， 读者钟珍蓉向本报咨
询说， 其丈夫所在公司为完成突
然增加的大笔订单， 要求全体员
工连续半个月每天加班4至6小
时。 其丈夫因患有先天性脑血管
异常， 曾多次要求不加班或减少
加班时间， 但均被拒绝。 连续加
班一周后， 其丈夫在岗位上因过
度疲劳导致血压升高， 并因脑内
压力过高在送医途中死亡。 公司
没有为她丈夫办理工伤保险， 她
要求公司给予工伤赔偿但被拒
绝， 公司的理由是其丈夫的死因
来自自身病灶， 不构成工伤。 她
想知道： 公司的说法对不对？

法律分析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违法。
《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

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
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
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
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
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公司要求员工连续半个月， 每天
加班4-6小时明显与之相违。

另一方面， 钟珍蓉丈夫的情

形构成工伤。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关

于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然
发病死亡待遇如何处理问题的复
函》 规定： “职工在正常的工作
中， 确因患病而造成死亡的， 原
则上应按非因工死亡处理。 但是
对于个别特殊情况， 例如由于加
班加点突击任务 （包括开会） 而
突然发生急病死亡……可以当做
个别特殊问题， 予以照顾， 比照
因工死亡待遇处理。”

《工伤保险条例》 第15条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钟珍蓉的丈夫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基于公司的要求为完成加
班加点突击任务， 突发疾病死亡
明显与之吻合。

再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担赔
偿责任。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第62
条第2款规定， 涉案公司应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 钟珍蓉的丈
夫作为公司员工发生工伤， 公司
应当比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准支付费用。

颜东岳 法官

加班过程中因自身病灶诱发死亡是否构成工伤？

虚构欠薪帮公司诈骗
员工可构成共同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