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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前的一个周一早上，西安
南郊某公司员工小王刚走进办公室就收
到一份通知，看罢内容他懵了，原来是
公司通知要和他解除劳动合同。

最近一段时间，因公司的销售业绩
不好，市场推广部推出了一种新的营销
方式，要求部门员工利用下班时间去地
铁站向乘客发放宣传公司产品的小广
告，而且还给每个员工规定了具体的地
铁站点。不料，小王第一次去发放小广
告就被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不仅没收了
他所带的小广告，还向他提出严重警
告：严禁在车站发小广告，下次再来就
要报警。小王回到单位后向领导讲述了
事情的经过，并提出以后不能去车站发
广告。领导却坚持要求他继续去，要学

“机灵”点，别被地铁站工作人员发现。
小王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机灵”，向领导
表示他再也不去发小广告，领导训斥他

“你说不去就不去！不服从领导就等着被
炒鱿鱼吧！”听到领导这句话，小王以为

他只是恐吓而已，没想到他真的收到了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被炒鱿鱼
了！理由是他“不服从部门领导的管
理，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
对公司和部门的管理秩序造成重大不良
影响。”

对照《劳动合同法》，小王带着满腹
疑问和委屈到西安市总工会上访。市总
工会信访室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小王，
了解情况后明确告诉他，用人单位的做
法不合法，工会可以为他提供法律援
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工会的帮
助下，小王向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
赔偿金。

在仲裁庭上，该公司代理人出示公司
的规章制度，表明不服从领导管理属于公
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严重违纪行为，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工会法律工作者据理力争，明确指
出该公司要求员工去地铁站散发小广告
的行为不合法，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
法》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本就不应

该执行，而且已经受到了地铁工作人员
的警告，理应停止。但公司却有意违
法，实属不当。所以，该公司这一管理
要求，违反了法律规定，劳动者可以不
服从。这种情形不属于《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或“给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等情形，无论规章制度是否有相关
规定，用人单位都不能以此为由与职工
解除劳动合同。

最近，区劳动仲裁委最终支持了小
王的诉求。工会以法律为武器维护了职
工的合法权益。

实践中，用人单位以“不服从领
导”为由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例并
不少见，又如：女工小李在西安一家公
司做家电销售工作，去年 9月，部门领
导为发展业务，派小李去云南销售网点
工作。小李给部门领导说自己已经怀孕
7 个多月，到外地去工作有诸多不便，
如定期产检、居住地与工作地相对较
远，上下班乘公交不便等，同时，小李
向部门领导表示等自己生完孩子后，可
以到外地网点工作的想法。该领导竟然

蛮横地表示：小李如不能按照公司的安
排到云南销售网点工作就得辞职。面对
领导的强硬态度，小李向公司工会组织
求助。

该公司工会根据《劳动法》《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与单位
部门行政领导沟通并交换意见，指出：
国家法律法规对孕期女职工都有明确的
保护规定，小李怀孕 7个多月，理应受
到单位的照顾和关心，部门领导以“不
服从领导安排”为由，逼迫怀孕女职工
辞职的做法不但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违
背，而且严重伤害了女职工的感情。经
过工会与部门领导的多次协调与沟通，
部门领导终于收回成命，改变了要求小
李到外地工作的决定。

实践证明，用人单位依法行政、科
学管理、尊重劳动者是建立和谐劳动关
系的重要基础，和谐劳动关系是调动劳
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经济
建设的重要保障。作为职工利益代表的各
级工会组织，就应当旗帜鲜明地为职工说
话办事，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 张来周 陈中伟

■热点话题■

■典型案例■

研发经理违反竞业协议赔偿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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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5月23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

市公安局、市规划国土委联合起草了《关于
发 展 租 赁 型 职 工 集 体 宿 舍 的 意 见 （试
行）》，并公开征求意见。《意见》表示，租
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不得分割销售或变相“以
租代售”，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
每间宿舍居住人数不得超过8人。（5月24日

《劳动午报》）
根据 《意见》，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是

指专门趸租给用工单位，用于单位职工本人
住宿并进行集中管理的房屋。来源有三个方
面：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或改建；产
业园区配建或将低效、闲置的厂房改建；各
区结合区域规划调整需要，将闲置的商场、
写字楼或酒店等改建。其主要目的就是解决
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
题，促进职住平衡。

据了解，此次北京市出台的《意见》对
租赁人和用工单位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
如，用工单位需要把集体宿舍整体租赁下
来，然后再提供给单位职工居住，单独的个
人是无法直接租到的。并且，用工单位也要
符合一定的条件：用工单位须位于本市且在
本市注册，所处行业符合本市和区域产业发
展需要，未列入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笔者以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有多重
利好。首先，从用人单位角度而言，租赁这
样的职工集体宿舍，有利于加强对员工的管
理，也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员工住宿安全。

其次，从劳动者角度而言，能够切实解决
有需求者安全、稳定居住的后顾之忧。比如，
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每间宿舍居
住人数不得超过8人；并且，根据《意见》租赁
型职工集体宿舍的运营主体应建立完善的居
住使用、消防、卫生等安全管理制度，履行安
全管理职责。可见，由政府主导的租赁型职
工集体宿舍安全系数更高些。

再者，从社会效应来看，一则有利于盘
活利用存量闲置房源，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二则通过就
近解决这些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最基本的居
住问题，有利于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三则诚如专家所言，
此举也有助于稳定租金、促进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平稳发
展；四则通过满足务工人员多层次的租住需求，可有效消
减群租房所造成的安全隐患。

同时，此次随《意见》一起发布的还有《租赁型职工
集体宿舍建筑消防安全导则》（试行），提出了很多消防要
求。而且《意见》还提出强化属地政府管理与服务，加强
日常巡查，以确保安全。这就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长
久与安全奠定了基础。总之，作为满足务工人员住房需求
的又一个渠道，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具有可行性，也令人充
满了期待。 □ 杨玉龙

法官提醒：劳动者若违反约定，除支付违约金外还应继续履行协议

为丰富离退休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近日，陕建二建集团
离退办在集团俱乐部活动室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退休职工象
棋比赛，20余人参加了比赛，经过复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张宝林、张庚胜、余安平三名退休职工分别获得了一、
二、三名。 □ 赵涛涛 谢颖慧 摄

国家流动科技馆巡展暨渭南市2018年科技活动周启动
仪式，5月25日在华阴市正式启动，这也是2018年陕西省科
技活动周暨国家流动科技馆进陕西活动的最后一站。

由中国消防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11家单位，集成
了含多个主题、各具特色的8辆科普宣传车，组成国家流动
科技馆，先后开进柞水、紫阳、华阴三个市（县），为当地群众
特别是中小学生开展为期一周的科普服务活动，同时协助
部分学校培训科技教师。 □ 雷华伟 袁瑞 摄

5月27日7时30
分，西客运段担当的
宝鸡至广元的 6063

次列车，带着一批图书缓缓开
出宝鸡车站，驶入秦岭深处。

这一天是星期日，沿途山
区孩子们集中乘车返校，加上
这是六一儿童节前的最后一
个周末，省全民阅读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公司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
到列车上，开展“书香伴你上学
路——穿越秦岭的火车图书
馆”主题公益活动，为返校学生
赠送精美图书300余册。

6063次列车作为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重点打造
的“公益慢火车”，自去年底开
始，列车就专门设立了“通学
车厢”，为沿线乘车上学的孩
子们订做加大加宽的小桌板，
方便学生在车上学习使用。同
时，设立了列车书架，在职工
内部开展捐书活动，将筹集到
的 300 余册适宜学生阅读的书
籍放上车，供孩子们免费取
阅。此外，职工中的书法爱好
者还自发上车，由列车提供毛
笔、宣纸、墨水等用具，不定期
为孩子们举办“书法兴趣班”，

丰富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深受
孩子们的喜爱。

据悉，1958 年 1 月 1 日，宝
成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趟秦
岭“小慢车”开始运行。60 年
来，虽然几经车次变更，但它已
经成了沿线老百姓生活的一部
分。这趟普速列车行径陕西、
甘肃、四川三省，沿途停靠白水
江、两当、略阳、阳平关等 38 个
车站，其中大都是山区小站，因
学校相对集中在县城，每周都
有 300 余名沿途的中小学生乘
坐此次列车往返。
□ 本报记者 薛生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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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是《劳动合同
法》的重要内容。根据本法第
23条、24条的规定，它是用人单

位对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
密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知识产
权权利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

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
具体来说，是指用人单位和知悉

本单位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对本单位
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劳动者在终止或

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
在生产同类产品、经营同类业务或有
其他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也不
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
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

限制时间由当事人事先约定，但
不得超过二年。竞业限制条款在劳
动合同中为延迟生效条款，也就是
劳动合同的其他条款法律约束力终
结后，该条款开始生效。

竞业限制

耐心沟通 攻克“执行难”

“26万元民事赔偿款现已全部拿到，8
万元司法救助资金也已到位……”5 月 19
日，坐在轮椅上的农民工高飞，紧握延安
市宝塔区法院执行一庭审判员李强的双
手激动地说，“没有你们的真情执法，我
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据介绍，前年，宝塔区青化砭镇高庄
农民工高飞乘坐同乡刘浪的三轮车外出
打工，不慎掉下山崖，导致高位截瘫。高
昂的医疗费使其债台高筑，无奈之下，他
只能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刘浪民事赔偿
788714.95 元，可刘浪根本无力支付，导致
判决无法执行。经过法院调查核实，并与
双方耐心沟通，促成执行和解协议，由刘
浪分期支付 26 万元，高飞自愿放弃余款
52 万元。同时，法院争取司法救助资金 8
万元，确保当事人早日康复。

“李强虽不坐审判庭，但却努力让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虽无豪言
壮语，仅 2017 年执结案件 404 件，无一违
法违纪举报投诉缠诉案件，名列法院前
茅。”院长刘尚军介绍说，自 2001 年参加
工作，李强多次被两级法院评为先进个
人、办案标兵等，用青春活力谱写了一曲
攻克“执行难”华彩篇章。

刚柔并济 严格执法

“执行岗位不仅要求掌握法律知识，适应司法改革与
执行创新步伐，更要提高综合素质，依法破解执行难题，有
效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李强刚柔并济，严格执法，彰显
责任与担当，中央电视台曾对其作专题报道。”副院长陈延
明说，“目前，不少失信人致使生效裁判无法实现，‘空调’

‘白判’‘执行难’成为时代热点，引发社会关注。”
李强坚持把依法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法，在

办案中摆事实、讲法律，努力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积极
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如在执行农民工王
某诉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告刘某不但坚决不履
行已生效判决，而且煽动亲属妨碍执法，在多次耐心宣
传教育无果后，将其依法拘留。但当刘某对其违法行为
正确认识，并掌握其确无履行能力实情，征得同意，将其
介绍到某建筑工地打工，采用劳务抵债方式，既维护了
债权人合法权益，又创新了执行方式，使此案得以圆满
执结。

坚守底线 刚直不阿

多年来，李强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执行工作上。
由于过度劳累，患上腰间盘突出，晚上常常疼痛难耐，
家人心痛劝其入院治疗，可他却只吃两片止疼药，继续
坚持工作；去年 12 月，正在审理案件时，突然接到学
校电话，儿子患病，急需入院治疗。可面对案件当事人
期盼的目光，李强毅然走向执行现场。每当回忆起这段
经历，便黯然流露愧疚之情。“欠儿子的以后再补偿，
但欠当事人的，错过时机就无法弥补。”李强说。

执法掺和进感情因素，法律的天平自然就会失衡。
法官都会遇到权与法、情与法、钱与法的考验，李强始终
严格以优秀共产党员标准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去年 5 月在执行一起案件时，被执行人找其表姐讲
情。“东西全部带走，案子只能依法执行！”表姐见其“无
情”，摔门而去。像此类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受亲友冷
眼、误解不知有多少回。 □ 本报记者 胡建宏

员工与企业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不是
闹着玩的，要言出必行。否则，任何一
方违约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最近，王
先生与原单位之间在这方面的争议，经
北京市大兴法院法官调解终于尘埃落
定。虽然他没有按照单位的要求退赔 69
万，但终因违约赔偿 30万元。此教训，
不可谓不深！

入职即签竞业协议
详细约定权利义务

2008年11月，王先生入职一家世界
500 强高科技公司，担任公司研发人
员。2009年 3月，公司与其签订《竞业
限制协议》。

该协议约定，王先生在劳动关系解
除或终止后一年内，不得直接或间接受
雇于任何竞争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为
竞争者提供服务。当然，他也不得直
接或间接自营或与第三方共同经营竞
争产品。

作为王先生承担本协议约定义务的
对价，公司应向其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补偿标准是他从公司离职前12个月的月
平均基本工资的3倍。而基本工资，不包
括王先生可能获得的保险、福利、特殊津
贴、交通补助或年终奖金。

协议同时约定，自王考生离职之日起
30日内，公司将全部经济补偿预先一次
性付入王先生的个人账户。若王先生违
反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公司无需支付上述
经济补偿，且有权要求王先生承担违约责
任。同时，王先生应承担的竞业限制义务
不解除。

对于王先生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协
议约定是由其向公司支付相当于其离职
前两年的基本工资的违约金。

2014 年 5 月，公司与王先生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晋升为公司研发
经理。其工作职责主要包括：负责领导
并执行高科技产品计划，确保新产品开
发如期完成，推动系统、产品和流程不
断改进等。

公司如约支付补偿
员工转入竞争企业

2015年 12月 8日，王先生以个人原
因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两天后，他向公
司发送电子邮件，主要内容是：感谢几个
月来的所有支持和指导。现在，我已经决
定接受一个其他的职位，开始进入一个与
现在工作完全不同的领域……

公司同意王先生的辞职申请。2016
年1月8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同日，公
司向王先生送达《关于竞业限制协议》通
知，其中载明：再次提醒您曾与公司签订
一份《竞业限制协议》。根据该协议第 2
条规定，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一年
内，您不得直接或间接受雇于任何竞争
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为竞争者提供服
务。作为您履行该项义务的对价，公司将
根据《竞业限制协议》中的有关规定对您
做出补偿。公司将在 2016年 1月份支付
给您全额补偿金……

此后，公司依约向王先生支付了竞业
限制补偿金8万元。

然而，就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即 2016
年1月11日，王先生入职另外一家与公司
的竞争关系的企业，并担任这家企业的研
究部经理职务，负责从事与公司完全相同
的研发工作。

不服劳动仲裁结果
员工企业各说各理

2016年 11月，公司发现王先生入职
竞争对手后，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王先
生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同时返还全
部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违约金共计69万。

仲裁委审理后，裁决王先生向公司
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
共计 38万元。公司与王先生均不服该
仲裁结果，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法院。

公司认为，王先生与其签订了《竞业
限制协议》，其也向王先生一次性足额支
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按照协议约定，王
先生应当在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的
同时，返还公司已经向其支付的全部竞业
限制补偿金，向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违约金，两项合计69万元。

公司辩称，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原

因是王先生在公司研发部门工作长达 7
年时间，掌握本公司大量核心技术、设计
流程和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其在离职
后数天即入职业务、技术、产品均与本公
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对手企业，该行为不仅
严重违反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规定
的义务，还导致了公司商业秘密公开化和
研发技术的流失，给公司造成了无法估量
的经济损失。此外，该行为还给员工带来
了极为恶劣的示范效应。

据此，王先生的诉请是，请求法院判
令其无需向公司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也
无需向支付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

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员工违约认赔30万

庭审结束后，经大兴法院法官调解，
公司与王先生经协商自愿达成协议。该
协议约定：王先生因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一次性支付公司违约金 30万元；公司同
意与王先生之间的劳动争议就此全部解
决，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纠纷。 □ 宫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