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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工制度
改革后，随着市场
经济的日益发展，

用工制度多元化，劳动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化。2008年后，社会上陆续出现了许多劳务
派遣公司，其实，有些公司就是早先的职业
介绍所，改头换面后经过简单的资质审核
审批就名正言顺了。有一些用人单位为了
企业的利益，在劳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
劳动者的关系悄悄转至某些劳务派遣公
司，使劳动者和本单位的用工关系变成为
劳务派遣关系，而劳动者根本不会想到自
己天天上班的公司竟然和自己没有劳动关
系，有的劳动者甚至被几家劳务公司派遣，
劳动者本人却不知情……劳务派遣这种用
工方式成为很多用人单位试图规避法律责
任的避风港，有关劳务派遣侵犯职工合法
权益的投诉与日俱增。

农民工赵永强于 2003年 10月 7日经人
介绍进入某大型数码信息传媒公司当印刷
工人，入职时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单
位也没有为小赵缴纳社会保险，单位主管只
是要求小赵提供本人交通银行卡号，说把他
每月的工资给他打到银行卡里。上班后，小
赵虽然也向单位提出过签合同、交社保的事
情，但单位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小赵考虑到
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待遇还不错，每月都
能按时发放工资，比较满意，此后就再也没

有找过单位。到了 2007年 12月份，单位主管
通知小赵，要给他签合同，这时小赵才发现
签合同的对方是某劳务派遣公司，他不解地
问主管，主管告诉小赵，因为印刷厂用的都是
临时工，公司不能和临时工签合同也不能交
社保的，国家政策要求给临时工签合同交社
保，没办法，只能通过劳务派遣公司了。为了
继续上班，小赵就签了这份合同。到 2011年
11月，单位主管又找小赵说现在不用和派遣单
位签合同了，可以直接和传媒公司签劳动合
同，还可交社保，小赵
当然高兴，以为苦熬
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了
单位的正式工。

到 了 2017 年 9
月，单位领导通知小
赵因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再与他续签
劳动合同，他可以离职。小赵接到通知时感
情上难以接受，自己在单位干了这么多年，
说不要就不要了吗？之后小赵查询了很多
相关法律法规，多次与单位协商，要求单位
补缴 2011年之前的社会保险，均无果，无奈
之下小赵向西安市总工会申请法律援助。
在工会的帮助下，小赵将用人单位诉至未央
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 3月 20日上
午 9时，未央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开庭审理，小
赵同市总工会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共同参
加了庭审，庭审中，单位只承认 2011年才与

小赵建立劳动关系，并不承认小赵之前的工
龄，小赵感觉自己很委屈，自己在单位干了
15年，没有换过地方，与劳务派遣单位签合
同也是单位要求签的，之前的工龄就这样没
有了，小赵难以理解，但他又拿不出与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据。后经未央区仲裁委
裁决，仅承认了小赵 2011年至今的工龄，驳
回了小赵要求单位补缴 2011年之前的诉求。

另外还有女工刘芹 2008年 1月 7日经应
聘进入某开关公司任普工，进入公司时未签

劳动合同，公司也未给刘芹缴纳社会保险。
2013年 4月 3日，刘芹经公司安排，与陕西省
某大型人力资源公司签定了劳务派遣合
同。2017年 4月 25日，公司通知刘芹要清理
临时工，要求她辞职。刘芹要求补缴她在职
期间的社会保险，并支付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的补偿金，公司领导态度蛮横地说，“临时工
都没有社保，而且你也不是公司的人，和公
司没有劳动关系！”无奈之下，刘芹到工会寻
求法律援助，经审核，西安市总工会法律援
助中心决定为她提供法律援助。之后，刘芹
向西安市碑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

申请，为了收集证据确认劳动关系，刘芹通
过银行将工资的流水明细打印了出来，打印
后刘某才发现自己入职后，工资竟然由 4家
劳务派遣公司和某开关公司轮流发放，刘某
不能理解，自己一直在这个大型的开关公司
上班并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怎么工资都
由这些派遣公司发放，为什么不能在哪上班
就在哪领工资呢？

2018年 3月，刘芹在西安市总工会法律
援助中心的帮助及西安市碑林区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的调解
下，与用人单位达成
协议，一次性支付刘
芹 3.7万元。

所谓劳务派遣，
是指劳务派遣单位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签订劳
务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遣至用工单位从事
约定的生产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二章第三条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只能在临
时性、辅助性、或者代替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
被派遣的劳动者。第四条：用工单位应当严
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的
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数量的 10%。
而在现实中，某些用人单位置国家政策于不
顾，或打政策擦边球。凡是用工，都不签劳动
合同，而是通过劳动派遣，根本不考虑用工的

临时性、辅助性和代替性，有些用人单位甚至
把一年四季都需要的清洁工也交到劳务派遣
公司，用工量达到 90%以上。对劳动者而言，
一般情况下，他们最关心的是工资待遇，只要
有一份能按时发放工资的工作就很满意了，
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他们是不会考虑是合
同用工还是劳务派遣用工，但是，如果有了意
外，吃亏的只能是劳动者。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一些用人单位的
用工并不规范，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在劳动
者往往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转成劳务派
遣工，这是给劳动者“挖坑”。而劳动者只
是关注工资卡里有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如
果不调取银行流水明细并不知道自己的劳
动关系已经被单位悄悄转移，因此造成了
用工单位肆意侵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依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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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条规
定，“劳动者因履行劳动力派遣合同产生劳
动争议而起诉，以派遣单位为被告；争议内
容涉及接受单位的，以派遣单位和接受单
位为共同被告”。由此可以看出现在用工
单位想规避的劳动责任已经无法进行规避
了，在最终也会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
责任。因此建议用人单位要合理合法用
工，勿给劳动者“挖坑”，有关劳动部门也要
加强监管力度，为劳动者创建一个和谐
的劳动环境。 □ 张来周 闫娜

劳动关系里的“坑”真多

■典型案例■

李克强总理近日就电影《我不
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
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
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癌症等重病
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
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
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
迫性。”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国务
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
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近来有多家媒体曝出，被称为乳
腺癌“救命药”的赫赛汀自去年纳入
医保之后，在全国多地出现缺货状
态。其实药品短缺已不是偶发现象，
短缺药品中不乏廉价常用药，甚至是
不可或缺的“救命药”。

廉价“救命药”短缺因素比较复
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缺乏利润空
间。这些药品在采购过程中，常被厂
家告知原料缺乏、厂家暂时不生产
等，进而推荐利润更丰厚的替代药。
在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有一些医疗
机构还没有完全转到公益性定位中
来，低价药的采购使用动力不足。投
机和垄断因素也在起作用，有一些药
品可能全国就两三家企业生产，为了
抬高价格就控制供应，串通一气把价
格抬高，出现人为短缺现象。

由于利润过低，企业缺乏生产经营廉价药
的积极性。近年来，化工原材料、环保、安全、
物流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企业生产廉价药利
润微薄。国家虽给出了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
名单，但尚未出台药品的销售、配送等环节的
配套政策，企业在药品销路不明确的情况下，不
愿盲目生产。在廉价药定点生产上，尚无明确
的遴选标准，造成入选企业常碍于成本等因素
而无动力生产廉价药，一些有意愿生产廉价药
的厂家却不在定点名单之列。从价格因素看，
廉价药定价制度也亟待完善。2015年，国家发
改委出台《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取消了
500多种廉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格限制，但医疗
机构在实际药品招标采购时，往往以低价作
为标准来压低价格，使得药品中标价格过低。

缓解廉价药品短缺必须用好政府“有形的
手”。显而易见，短缺药的生产供应仅靠市场
调节往往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围绕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机制，加快改革步伐势在必行。作为
相关部门，应扩大监测范围，在目前500多个医
疗机构监测哨点的基础上，向生产和流通等重
点环节延伸，推动实现信息监测全覆盖。制定
国家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实现短缺药品清
单管理，将监测端口从使用端前移到生产经营
端，以避免短缺的实际发生。

构建“以需定产”机制，才能保障廉价救命
药不断供。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很关键，实
现短缺药品储备常态化，需要相应的制度设
计。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用量不确定、企
业不常生产的抢救用药及罕见病用药，应该建
立药品储备制度，由专门机构负责该类药品的
采购、储备及调拨。像蛇毒血清、免疫破伤风
针等急救药，有的医院储备了，可能会导致药
品因过期而浪费，而有的医院又可能不够用，
四处找药。因此，国家应建立专门储备中心，
集中整合资源，跨区域调配，而不是让患者和
医院四处找药。

长远来看，基于企业实际成本变化，建立
浮动定价制度，以保证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
才是解决“救命药”短缺的根本出路。定价程
序应遵循规范化、公开化、合理化原则，对企业
实际的生产、销售、配送成本进行评估，在保障
企业利润的同时合理控制药价。通过市场的
手段，让企业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这样才能
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在市场难以实
现激励的廉价救命药领域，可通过财政支持、
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等手段，提高企业的生产积
极性，保证合理供应。 □ 张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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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百事通先生：
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我

公司为了随意变更员工的工作
地点，同时为了规避法律责任，
在预先拟定的劳动合同文本
中，将全体员工工作地点均约
定为“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内”。
我入职 3年来，一直在西安工
作。近日，公司突然决定将我
调往长春。我虽然以工作环境
不适、不便照顾家人为由予以
拒绝，但公司坚决不改变决定，
甚至表示如不服从调令，将以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我解
聘。请问：公司真的可以因为
有约在先随意调动员工吗？

读者 胡琳
胡琳同志：

公司不能以此为由随意调
动员工。

一方面，从格式条款上看，
工作地点为“公司业务覆盖范
围内”的约定无效。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之
所以将工作地点作为劳动合同
的必备条款之一，并要求双方
只有协商一致才能变更，其目
的主要在于限制用人单位因随
心所欲调动而增加劳动者工作
及生活成本等。

公司为了能够随意调动员
工且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以格
式条款的方式将工作地点确定
为“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内”，企
图让员工在遭遇调动时“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无疑属于回
避自己的主要义务。对此，《合同
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
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
条款无效。”

另一方面，从合理性角度
上看，你可以不受工作地点为

“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内”的约束。
对于过于笼统、过分宽泛

劳动地点的界定，应当兼顾用
人单位经营管理需要与劳动者
提供劳动的便利来综合考量。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其变
更员工工作地点，目的是为了
降低经营成本、优化人力资源
结构、获得更有利的市场以及
政策优惠，即其主要是考虑经
济利益的取舍。对劳动者而
言，则要综合考虑自身发展需
要、获得劳动报酬、时间精力
的付出等因素。而工作地点
变远，会造成劳动者上下班在
途时间加长、交通成本增加、
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改变、照
顾家人不便等等，直接影响其
建立劳动关系的目的。

在此情况下，如果用人单
位变更工作地点未对劳动者
的合同目的产生较大不利影
响，也没有给劳动者履行劳动
合同造成实质困难，劳动者应
当配合；如果用人单位变更工
作地点严重影响劳动者劳动
合同目的实现，在劳动者拒绝
的情况下，则不应对劳动者产
生约束力。

与之对应，公司不顾你
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已在北
京工作 3 年，应当视为双方已
经 确 定 具 体 工 作 地 点 的 实

际，不顾你工作环境不适、不便照
顾家人客观情况等强行为之，无疑
是错误的。 □ 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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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三人赔偿后，还能否享受工伤赔偿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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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供暖季上班并领取报酬的锅炉工，

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下班途
中”是指工作岗位与宿舍之间，还是更宽的
范围？其在发生交通事故获得第三人赔偿
后，还能否享受工伤赔偿待遇？近日，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判定锅炉工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可以获得“双赔”。

确认劳动关系获工亡认定

田某生前在陕西某高校长安校区从事
烧锅炉工作，工作时间为每年 11月至次年
3月，属于季节工。

2014 年 3 月 19 日下午 6 时，田某驾驶

摩托车下班回家，恰逢何某驾驶的重型自
卸车行驶至此，两车相撞，致田某受伤，后
田某于 2014年 3月 22日不幸死亡。西安市
公安局长安分局交警大队认定，田某与何
某对事故负均等责任。

田某属于季节工，与高校之间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呢？2015年 7月 14日，陕西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劳动仲裁，认定田
某与高校之间存在用工事实，且高校按月给
田某发放工资，因此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
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2015年 10月 30日，西安市长安区人社
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对田某发生交
通事故身亡的情形认定为工亡。

“上下班途中”不应过于限缩

高校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
讼。高校代理人指出，在田某上班期间，单
位专门安排有宿舍，不允许擅自回家，上下
班途中应为锅炉房至宿舍之间，故田某是
在非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2016年10月 19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审理认为，高校对“上下班途中”的理
解限缩于工作岗位与宿舍之间的路线，于
法无据。职工既有单位临时休息宿舍，又
另有较近的与家人相处的居住住所，根据
工作岗位的性质，选择回家居住，属于情
理之中。

因为工伤适用“无过错”原则，至于田
某是否违反高校内部规定要求居住在宿
舍，并不影响工伤认定。

锅炉工家属获“双赔”

在获得工亡认定后，田某家属向陕西
省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高校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2017 年 2 月，陕西省仲裁委要求
高校支付田某家属一次性工亡待遇 53 万
余元以及丧葬补助金 25万余元。

高校不服仲裁裁决，向西安市雁塔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高校认为，何某已经自愿
赔偿田某家属40万元，因此高校不应支付丧
葬费，仅应支付工伤保险“差额”13万余元。

今年 3 月，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审
理要求，高校向田某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待
遇 53万余元。丧葬补助金已由何某向田某
家属支付，因此高校不再支付。高校不满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 杨召奎

■维权行动■

杨凌示范区总工会杨凌示范区总工会：“：“送清凉送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送到职工心坎上
7月20日，杨凌示范区总工会开展了2018年

“夏送清凉”暨安全生产检查系列活动之“送清凉、
送健康、送安全、送服务”的四送活动。

当日，示范区总工会干部给杨凌大剧院（文化
综合体）项目建设工地的一线工人们送去了绿豆、
茶叶、毛巾、仁丹，还联合杨凌示范区医院工会组织
医疗专家志愿服务队进行义诊。医护人员给大家
讲了夏季防暑降温知识、紧急救护常识、夏季饮食
注意事项等，现场给大家测血压，进行简单诊疗，并
赠送了配制好的解暑汤。

结合“夏送清凉”活动，该工会还开展了“尊法
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给大家赠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政策选
编》，讲解了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他们还要求任
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安全生产，要调整作息时间、科
学安排生产、改善作业环境、做好防暑降温、杜绝
违章作业，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活动现场，几位农民工朋友说自己衣服上
全是灰，浑身都是汗，怕弄脏了仪器迟迟不好意
思上前量血压，我们就一个一个地鼓励他们，医
护人员耐心地给他们测量血压、答疑解惑。一
位工友高兴地说：“没想到在工地上还能量血
压，感谢总工会和医院的同志给我们送清凉、送
健康。” □ 文/图 张雨萍

■职工信箱■

7 月 18 日至 19 日，咸阳市工
人文化宫组织 30 多名员工和 7 名
职工书画家赴延安市延川县梁家

河村开展了“文化宫追寻‘大学问
’”主题教育和写生活动。

□ 张翟西滨 摄

近日，厦门市人社局公布了2017年度用人单位
劳动保障（含工资支付行为）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全市共评出 301家A级（守信）单位、5家B级（一般
失信）单位、22家C级（严重失信）单位。

厦门市人社局表示，此举意在督促用人单位自
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按时足
额支付工资，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事关广大劳
动者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
定。2016年，《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
法》《福建省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暂行规定》等出台，构建了跨部门的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据了解，厦门市人社局参照 2017年度企业劳
动保障特别是工资支付行为的守法诚信信息，组
织市区两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厦门市企业开展
了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

评价工作主要根据人社部门采集的上一年度

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特别是工资
支付行为的信用信息进行，包括日常巡视检查、书
面材料审查、举报投诉查处以及专项检查等劳动保
障监察和其他有关工作中采集的用人单位劳动保
障和工资支付行为信用信息。

据介绍，此次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将进行共享并
实行动态管理，市人社部门将把评价结果通报至公
共信用信息主管部门以及组织部门、统战部门、解决
企业工资拖欠问题部门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对
于被评价为守信的用人单位且未发现有其他领域失
信行为的，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在行政管理或公
共服务中可以给予联合守信激励。被评价为严重失
信的用人单位，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在行政管理
或公共服务中依法依规给予联合失信惩戒，包括纳
入人社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拖欠工资“黑名单”等。

另悉，厦门将每年开展一次信用等级评价。
□ 吴铎思

厦门公布22家劳动保障严重失信用人单位
每年开展一次信用评级，严重失信将被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