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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下午，
在中建一局总承包
公司陕西分公司西
柏梁项目工会联合
会启动仪式上，近
500 位工友加入了
项目工会联合会。

据中建一局西
北区域联合工会主
席张莉介绍，项目
工会联合会将以安
全生产、劳动竞赛
等为载体，推进民
主 管 理 和 维 护 帮
扶、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

图为工会 联合
会成立后，启动中
建2018行为安全年
暨“行为安全之星”
仪式。
□ 记者 王何军 摄

工地上有了工会 工友们有了“娘家”

4月 24日，伴随着料峭的寒风和
淅沥的小雨，咸阳市秦都区养老经办
中心副主任兰洁带领工作人员，前往
96岁高龄的“旅游奶奶”刘敦喜家中，
为老人送上了退休人员联系卡。

“旅游奶奶”刘敦喜 1922年出生
于北京长辛店，是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最后一届（1946年）金融专业毕业
生，曾在外贸部、咸阳商业局、商业
学校、蔬菜公司、秦都区外贸局工
作，退休后由秦都区养老经办中心
发放养老金。

一次微信视频办理养老金领取
资格认证时，刘敦喜奶奶提到了她因
身体不便一直没有领取退休人员联
系卡。得知此事后，该中心主任南
志奇立刻安排：“要尽快为刘奶奶送

上联系卡，确保服务工作‘零距离’！”
次日，分管发放联系卡的兰洁副

主任带领相关工作人员，来到老奶奶
家中。

“刘奶奶，我们是秦都区养老经
办中心的，来看看您，顺便送来退休
人员联系卡！”

“哦哦，你们好，快请坐！”刘奶奶
看到我们很高兴，放下手中正在阅读
的《蓬帕杜夫人的珍藏》，摘下老花
镜，兴致勃勃同我们聊了起来。

“ 您 身 体 怎 么 样 啊 ，一 切 可
好啊？”

“我每天要走 5000 步，一步也
不能少，身体很好，女儿女婿也都
很孝顺。”

“刘奶奶平时生活非常规律，每

天上午十点吃一个苹果，午饭应她的
要求是‘一荤一素一菇一豆’，晚饭喝
杂粮粥，上午读书，下午看偶像剧，心
态很好，从来不与人攀比。”刘奶奶的
女婿介绍到。

说话间，该中心侯忠辉已为刘奶
奶办理好退休人员联系卡，盖好了钢
印，递给刘奶奶。

“得知您没有联系卡，我们中心
南志奇主任很关心挂念，特地吩咐一
定要把联系卡送上门，把服务送到
位。养老经办中心是您永远的家，生
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您尽管说！”

刘奶奶仔细瞧着联系卡，嘴里不
停地念叨：“给你们添麻烦了，还让你
们专程跑一趟，谢谢啦！有了这个本
本，我就放心了。” □ 兰洁 万琼

小小联系卡 深深关怀情

■有话直说■
目前，许多省会城市都加入到了

高校毕业生“抢人大战”之中，为了
吸引更多毕业生落户，很多城市都放
低了落户门槛。与以往“先就业后落
户”的政策不同，“先落户后就业”成
为新趋势，许多地方对于高校毕业
生，往往不问往届应届、不问学科专
业和工作经验，只要有文凭，符合很
宽松的年龄线，就可以直接落户。

这样的落户新政的确吸引了许多
人，以西安市为例，一季度落户21万
人，接近去年全年总和。但新的问题
出来了，落户 21 万人，房子在哪里？
人口涌入，房价迅速上涨，许多正在
开盘或原计划即将开盘的小区拖后了
销售进程。从西安全市整体来看，房
屋供给量显然无法满足新落户人群所
需。毕竟，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

西安遇到的问题，其他省会城市
也存在。落户门槛是降低了，但是配
套设施却并没有跟上。落户时不分专
业和工作经验，但是，不同城市之
间，其产业结构和未来产业规划大为
不同，现有和未来的工作缺口也并非
无限量。那么，所有新落户者，都能
找到适宜的工作么？

落户人群不只需要一张床、一间
房，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他们就业安
家，势必要结婚生子、接来老人赡
养，一个人落户的背后，其实是一个
家庭的安居。那么，城市的教育、医
疗、养老设施能否应对数年后的井喷
式需求？城市的交通设施，能否应对
其快速上涨的出行需求？如果这些多
元化的需求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一方
面，交通拥堵、房价高企、上学看病
养老难的大城市病又会在二三线城市
出现，成为顽疾；另一方面，已经落户者，依然可能
像资源更多、薪水更高的一线城市流动，唯一的区别
只是流动者的户口从县市乡镇农村变成了省会城市，
这与吸引人才的初衷背道而驰。

吸引人才，不光要让人才安家落户，更要能留得
住。吸引人才不能是囫囵吞枣什么都要，要根据城市
现有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选用人才，比如依据落户者
的不同专业和学历背景以及工作经验设定一定门槛，
有的放矢。与此同时，城市规划上面也要科学规划，
预留发展空间。只有这样，人才才能人尽其用，发挥
最大作用，城市发展也不会重蹈一线城市的“大城市
病”覆辙。 □ 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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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信箱■

退休年龄已过 依然可以认定劳动关系

编辑同志：
随着铁路、公路等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路

桥隧道施工中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噪声等
危害因素，正成为职业病重大潜在危险源，威
胁着一线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这一领域正成
为除矿山、化工、冶金行业企业之外，职业卫
生监管的又一重点。

湖北省安监部门日前透露的一次检查结
果揭示了这一问题。2017年 10月起，湖北省
安监局多次深入省内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对
郑万高铁沿线的高家坪隧道、保康隧道、白河
制梁场和汉十高铁沿线的曹家一号隧道等地
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发现，部分建筑施工企
业在职业病防治工作方面仍有不少欠缺，存
在未按规定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工作、主要负责人或管
理人员未参加职业卫生培训、未开展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等问题。

由于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业主、监理、施
工等多个责任主体，企业注册地同作业场所
（施工）所在地往往不一致，作业场所相对不
固定、人员流动性大，给监管带来一定困难。
此外，长期以来，各级各类建筑企业对职业病
危害认识不足，大部分企业防护设施不到位，
管理手段跟不上。“有时，一个防护罩就能解
决的问题，却常常不能到位。”而且，极少企业
会依法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开展定期
检测粉尘、噪声等基础性工作。

据职业病防治职业卫生专家介绍，建筑
施工中会产生多种职业病危害，如爆破、掘
进、锚喷等作业中产生大量粉尘，易导致尘肺
病；爆破等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
化氮等，易导致聚集在有限空间内的人员中
毒；大型机械在操作过程中还可能造成工人
听力受损、手臂振动病等。虽然现在大量使
用了现代化、智能化工程机械，但如果防护措
施不到位，仍会出现严重后果。

最新公布的职业病报
告显示，2016年，全国共报
告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
吸系统疾病共 28088例，由
工地引发的职业病占了相
当大比例。

对此，笔者呼吁安监
部门一方面加强指导，严格执法，另一方面督促企业重
视职业病防治工作。该省安监局日前对上述路桥隧道
建设工地进行了复查，发现各标段工地经过整改后，依
法完善了各项管理措施。 □ 张翀

建
筑
粉
尘
有
毒
气
体
已
成
为
一
线
职
工
的
健
康

百事通先生：
您好！我是西安一家企业

的工人，经常从贵报看到相关
劳动政策的解答。最近我和工友遇到请事假被扣工资
的情况。是否能给我们解答一下相关政策？

读者 吴乃
吴乃同志：

事假，顾名思义因私人事务需要请假。我国劳动
者的假期主要有以下几类：（1）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需
要全额发放工资。（2）双休日，用人单位无须发放工资。
（3）带薪年休假，用人单位需要全额发放工资。（4）女职工
产假，由社保部门支付生育津贴。（5）病假，用人单位需支
付病假工资。（6）事假，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工资。

事假不同于其他假期，事假是因职工私人事务需要
请假。因此，职工请事假需要向用人单位申请，获批后
才可以请假。如果职工未经用人单位批准而擅自休假，
则视同旷工。用人单位可根据规章制度按违纪处理。

原则上职工请事假，用人单位无须支付该日工资
即可。但劳动者如果是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休
假，用人单位可以在不支付当日工资的情况下，再对劳
动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性惩罚。不过，用人单位要
对劳动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必须根据规章制度执行，且
处罚的幅度需要具有合理性。 □ 百事通

职工因事假扣工资
应该如何计算？

■热点话题■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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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来自西安市长安区的
农民工刘大功（化名），应聘进入到西安
某实业公司任机械钳工，月工资为 2700
元，用人单位没有和他签合同，也没有
为他缴社保。当时刘大功年龄为 58岁。
2015年 12月的一天，刘师傅在用吊装钢
板时钢板脱落，掉下来砸坏了自动割床
的一个部件，单位要他赔偿，扣发工资
3000元，经他争辨，最后赔了 2500元了
事。到 2016年 1月，该公司以工作量不
饱和为由通知他临时放假，并且不给生
活费。之后刘师傅多次找单位要求上
岗，都被单位拒绝。

2016年 8月，该公司主管口头通知辞
退刘师傅，并且不给任何补偿。刘师傅要
求经济补偿，人家明确答复他已过了退休
年龄，双方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
劳务关系不涉及补偿。他不同意这个的说
法，便于2016年9月将该企业诉至当地劳
动仲裁委。不料，劳动争议仲裁委以申请
人已到退休年龄，仲裁主体不合格，已超
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拿到《不受理
通知书》时，刘师傅咋也想不通，心想在
企业干了 6年，现在年龄大了，咋能说不

要就不要了。他又到有关部门上访，得到
的答复和用人单位的答复如同一辄。困惑
之际，他来到了西安市总工会。

西安市总信访室法律援助工作者热
情地接待了刘师傅，经审核认为他符合
法律援助条件，帮助他将诉状和有关材
料递到了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年 10月
26日，长安区开庭审理了刘师傅与西安
某实业公司的劳动纠纷。西安市总派出
一名法律工作者作为刘师傅的代理人，
帮助他打这场官司。

庭审中，被告的代理律师提出双方
并非劳动关系，原告年龄已到 64岁，因
此双方应系雇佣关系，而且自 2016年 1
月 15日起原告也并未到被告处上班，双
方之间雇佣关系终止，雇佣关系解除
后，不存在支付半年的生活补助问题。
工会同志则认为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法定
退休年龄为男性 60周岁，达到此年龄的
劳动者应属于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
保险待遇。但是，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
定用人单位与 60周岁以上劳动者建立用
工关系是劳务关系（非劳动关系）。劳动
合同法第 44条（二）项规定：劳动者开

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
合同终止。

2010年 9月 14日起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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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
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本案中刘大功应聘到该公司时并未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现虽已到退休年龄但
并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那么在此期间，
用人单位与其建立用工关系应属于劳动合
同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刘师傅有权要求
依法享受劳动者应有的待遇。

几番周折，在工会的帮助下，长安区
法院最终认为，2012年5月11日原告年满
60岁时继续在被告处工作，且并没有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其与被
告单位之间仍然为劳动关系，因此判决西
安某实业公司支付刘大功半个月工资1350
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7550元，生
活补助费2610元，合计人民币21510元。

拿到判决的刘大功内心十分激动，

他感激工会能帮助他解决问题，他感谢
工会让他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点评：关于这件案例，其实在法律实
践中并不少见，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用人单
位在招聘时因工作岗位的限制，年轻人是
没有人愿意干的，所以单位只能招聘一些
快到退休年龄的人，这些人也大部分属于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情况。要么是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期间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养
老保险，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或者是由于劳动者因自身原因无
法享受基本养老待遇的，或者是因为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不足的也无法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这些情况大量属
于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都无法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对他们的
用工一旦发生用工纠纷，更应该适用劳动
法，才能更有利于对处于弱势群体利益的
保护。
□ 本报记者 郝振宇 通讯员 张来周 闫娜

■呼声与建议■

一些用人单位让劳动者走人时，会“玩花
招”逼迫员工辞职，以避免支付经济补偿金，
这被形象地描述为变相裁员。变相裁员手段
除了最常见的降薪、换岗和更换工作地点，还
包括提高业绩指标、撤并部门、无薪调休等，
套路五花八门，且不断翻新。被迫“主动”离
职的劳动者往往深受其害，却因为难以取证、
维权成本高等放弃维权、有苦难言。

“我对公司 20多年的付出就这么不了了
之吗，谁能咽下这口气？”4月 22日，吴晓辉对
记者说起自己的案子，依然感到气愤。

因认为自己遭遇了变相裁员，吴晓辉和
单位打起了官司。目前，他还在等待案子的
再审。此前，因诉讼时效已过，吴晓辉在一审
和二审中均败诉。

工作 14年，吴晓辉一直未与公司签劳动
合同，等到终于有“资格”签了，却被甩给了劳
务派遣公司。6年后，吴晓辉查询社保信息才
发现自己早已被裁。

吴晓辉发现，“后知后觉”被裁员的不只
自己。降薪、调岗、减少福利待遇……在职场
上，不少人都曾被公司以诸如此类的套路变
相裁员。

6年后查社保，偶然发现被“甩包”

1998年，吴晓辉入职某保险公司做司机，
同时负责后勤管理工作。2008年，公司任命

他为办公室主任，并承诺，如果表现好就可以
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2012年 10月，保险公司负责人告知吴晓
辉可以签订劳动合同了。“当时，领导拿出了
一些文件让我签字，出于信任，我基本没看内
容就签了。”吴晓辉说。

2014年10月和2016年10月，保险公司又
分别找吴晓辉续签了两次劳动合同。

不过，2017年年初，吴晓辉偶然查询社保
信息时，发现自己的社保缴纳单位不是该保
险公司，而是三家自己听都没听说过的陌生
公司。

“问了公司后，我才知道领导让我签订的
劳动合同，是交由其他三家公司盖章的。也
就是说，我被变相转移给另三家劳务派遣公
司，每两年更换一家。”吴晓辉说，他对此并不
知情，也不知道劳务派遣的概念。

和公司沟通无果后，吴晓辉起诉到了
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仅在 2012年 10月以
前存在劳动关系，此后在劳务派遣中，吴晓辉
已经签字确认，且侵权事实距离起诉时间已
过6年，超过了劳动法中1年的诉讼时效。同
时，针对吴晓辉对在欺诈情况下签字，非本人
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法院认为因没有证据，
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吴晓辉上诉，二审法
院维持了原判。

“这是典型的逆向派遣行为，也就是变相
裁员行为。”吴晓辉的代理律师王雨琦告诉记
者，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以后，很多企业
为了规避风险，都采取与派遣公司签订派遣

协议的做法，将本来是自己单位的职工转移
给派遣公司，再由派遣公司将其派遣到本单
位来。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职工虽然签了字，
但一直在原企业工作，至于合同具体内容，并
不怎么关注。

“公司总有办法让你‘主动’离职”

“变相裁员是劳动者对一些企业采取各
种方法逼迫自己走人，从而达到不按程序解

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形象描述。”王雨琦说，吴
晓辉所遭遇的逆向派遣仅是变相裁员的方式
之一，“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正常解除劳
动合同需要对劳动者进行赔偿，因此有些企
业就会‘巧妙’采取调岗、降薪、无薪长假、进
行资格再查、纪律考核动辄记大过等方式，逼
迫职工主动离职，以降低成本。”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企业变相裁员的方
式真不少。

“我毕业才两年，还是‘月光族’，可领导
非让交钱入股成立新公司，最少 2万元起，没
有新公司就没有我的工作岗位，这不就是变
相逼我辞职吗？”某网络公司的小李说。

“因为不是新领导的嫡系，我不仅被安排
到了离家很远的尚未被开发的区域，在考核
时标准还与成熟市场一个样儿，最后自然就
被以业绩不合格为由‘优化’掉了。”某医药公
司的业务员老姚说。

在网络的各大论坛，记者也看到了不少
网友自曝的变相裁员招式。一位网友的留言
获得了众多表达共鸣的跟帖：“公司总有办法
让你‘主动’离职，而有多少人能为了补偿金
死磕？还不如直接换家公司另谋高就。”

为降低成本顶着风险“玩手段”

“很多变相裁员方式都是违法的。”王雨
琦对记者说，以吴晓辉案为例，一开始双方
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已经形成
劳动关系。公司若想将吴晓辉改由派遣公
司派遣，必须征得吴晓辉同意，协商一致后

解除合同，同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再转移
至派遣公司。

不过，王雨琦也指出，吴晓辉在签订合同
时没有认真看，也有一定责任。

“我接过很多类似案件委托，发现能变相
裁员的公司一般都是有一定实力、相对正规
的企业，小公司甚至连这种手段都‘不屑’使
用，不想用工了，就直接辞退。”

为何顶着可能违法的风险，某些企业也
愿“玩手段”搞变相裁员？

另一位经常从事劳动关系维权的律师栾
红月分析，对大多数普通职工来说，被零赔偿
变相裁员后，如果走法律程序维权，成本可能
要比能获得的赔偿还高。同时，这类劳动争
议案件需要走一裁两审程序，很多人觉得还
不如直接换份工作。也有部分职工怕单位找
麻烦，或对后续职业生涯有负面影响，而不敢
起诉维权。

“很多有实力的企业都会专门找法律专
业人士，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设计一些变相裁
员方式，来规避用工风险，降低成本。”王雨
琦说。

“比如，针对个别职工而修改大多数职工
都能通过的公司管理规章制度，保持薪资待
遇不变调换同城内其他区域的工作地点，调
整岗位工作内容锁死个人发展空间等。”王雨
琦说，“职工心里不舒服了就会主动辞职，而
这些招式很难让人挑出毛病，以前被媒体曝
光的类似办公室调岗到保洁的都已经属于

‘低级手段’了。”
□ 中工网记者 柳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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