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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 ，陕
西省聋人协会举办
听力康复公益讲座
活动。来自西安市
未央区启点之星康
复中心的蒋梦云主
任就《言语矫治基
础概述》做了专题
讲座，倡导听障人
士关注听力言语健
康，提高口语表达
意识。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摄

拒聘，竟然因为你是×省人

23岁的小闫姑娘毕业于国内某大
学法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工作
了两年，今年来到杭州发展。7月3日，
她向杭州某公司投递简历，应聘“法务”
和“董事长助理”两个职位。

没想到，该公司在查看小闫简历
仅一分钟后，分别向小闫发送了两
份不适合此岗位的通知。岗位“不
合适原因”栏上赫然写着“某地人”
三个字。

原本听说过职场有男女性别歧视，
没想到这一回遇见了地域歧视，小闫愤
而起诉。此案近日在杭州互联网法院
开庭，并当庭判决。

被告公司辩称
“某地人”是内部备注

小闫在起诉中说，被告上述地域歧
视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第三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
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

视”以及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招用人
员，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
视”的相关规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人
格权。

她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口头道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连续十五
日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媒体上
向原告登报道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人
民币6万元。

在法庭上，被告公司辩称，这个“某
地人”只是公司内部作为备注，不是拒
绝的理由，真实的拒绝理由是小闫工作
经验不够。而且，又没有给小闫带来损
失，赔偿6万元显然过高。

不过，这个说法被法官当庭质问，
你明明是写在对外公布的资料上，如果
是备注应该是对内的资料上。再说，作
为人力资源部经理的操作，这样的回复
应该是不会出差错的。

平等就业权
保护的是人格尊严

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被告

公司是否侵害了小闫的平等就业权；二
是若侵权行为成立，被告公司应承担何
种民事责任？

法院认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
是其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表现，侵
害平等就业权在民法领域，侵害的
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人格
尊严。

就业歧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正当
理由的差别对待。像本案，被告公司对
于小闫的两份简历均以“某地人”为不
合适理由予以拒绝，可见被告公司使用
了地域来源这一标准，对人群进行了归
类和差别对待。

出生在哪里，是小闫乃至任何人都
无法自主选择和控制的、与生俱来的

“先赋因素”，在浙江某公司无法提供客
观有效的证据证明地域要素与小闫申
请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关
联或存在其他的合法目的的情况下，浙
江某公司的区分标准不具有合理性，构
成法定禁止事由。

所以，被告公司所为属于直接就业
歧视，直接剥夺了小闫平等参与和平等
被对待的就业机会，对其人格尊严和意

志自由构成侵害。
据此，法院当庭宣判：认定该公司

对小闫构成地域歧视，侵害其平等就业
权，判决被告公司向小闫口头道歉、在
国家级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闫某
某精神抚慰金及合理维权费用损失
10000元。

小闫的代理律师是浙江丰国律师
事务所的王旭山和陈松涛，庭后他们告
诉记者，经搜索查询，该案可能是浙江
省首例就业地域歧视案。被告公司从
事的也是酒店服务业，出现这样明显
的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太让人吃惊了。
小闫是法学专业毕业生，所以对此类
侵权行为敏感地拿起了法律武器，希
望其他求职的年轻人也都要具备这种
法律意识。

据悉，案件之所以放在杭州互联网
法院审理，是因为小闫当时投递简历是
通过智联招聘APP，被告企业给她的回
复也是通过该APP的，所以引发纠纷符
合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 □肖菁

■律师点评■

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向法院起诉后
又申请撤诉不能再起诉

案例
因单位长期拖欠工资，王某

便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支持
了他的大部分请求，但王某并不
满意，便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立案后，由于公司欲和王某和解，
王某又申请了撤诉，法院准予撤
诉。后来公司出尔反尔，又不愿
和王某和解，那么王某能否再此
起诉呢？

点评
劳动争议纠纷与普通的民事

纠纷有所不同，其需要以劳动仲
裁为前置程序。即先劳动仲裁，
仲裁后才能起诉。当事人在收到

劳动仲裁裁决后15日内，如果不
服仲裁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在此期间如果未提起诉讼的，该
劳动仲裁裁决生效。如果一方当
事人不履行裁决，则另一方当事
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而普通民事案件则无这方面
的规定，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直接
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
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
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
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争
议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后
又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
予撤诉的，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
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

法律效力。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就王某

与所在单位发生拖欠工资的劳动
争议，在经劳动仲裁后，在法定
的期限内已经起诉过一次，只
不过因为王某申请了撤诉，法
院也裁定准予了撤诉。由于王
某通过申请撤诉这一行为作出
放弃诉讼权利服从仲裁裁决的
意思表示，此时已丧失了再次起
诉的权利，即王某不能再次向法
院提起诉讼。

笔者在此提醒，向法院提起
劳动争议诉讼后，当事人一旦撤
诉，原仲裁裁决便自法院撤诉裁
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当事人不能就此再次向法院
起诉。 □张一鸣

■职工信箱■

农民工离职后未再就业
并非与失业保险待遇无缘

百事通先生：
半年前，我与公司为期 2年

的劳动合同因到期而终止。由于
离职的次日即遭遇车祸，一直在
医院医治或遵医嘱在家休养，也
由此导致无法通过工作来获取收
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我基于
自己和公司已经共同缴纳了 2年
的失业保险费，曾要求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给予失业保险待遇或发
给生活补助费，但却遭到拒绝，理由
为我是农民工，不属于《失业保险条
例》所规定的失业主体，无权获得相
关待遇。请问：该说法对吗？

读者 刘敏英
刘敏英同志：

该说法是片面的，农民工并
非与失业保险待遇无缘。

虽然《失业保险条例》第二条
规定：“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
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本条所
称城镇企业，是指国有企业、城镇
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
营企业以及其他城镇企业。”即其
中仅仅提及城镇职工而未提及农
民工，甚至其第六条已更加明确
地指出：“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
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
业保险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

工便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因
为《社会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
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
同缴纳失业保险费。”即其所强调
的是职工，而职工包括了农民
工。同样上述条例第二十一条也
指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
人连续工作满 1 年，本单位并已
缴纳失业保险费，劳动合同期满
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其
工作时间的长短，对其支付一次
性生活补助。”即是说农民工照样
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只不过方
式为“一次性”，归类在“生活补
助”。条件为：一是身份为农民合
同制工人；二是连续工作满 1 年
且用人单位已为其缴纳失业保险
费；三是劳动合同期满后未再续
订或者劳动合同被提前解除。而
本案具备了对应的法律特征：一
方面，你具有农业户口，并与公司
签订过劳动合同，属于“农民合同
制工人”；另一方面，你已经在公
司工作 2 年，且与公司共同缴纳
了2年的失业保险费；再一方面，
你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已因到期而
终止，你失业属实且事出有因。
至于你获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具
体金额，则应按照你所在地省级
人民政府确定的标准来执行。

□百事通

近日，商洛市山阳县总工会举办“关爱女
职工”健康知识讲座，邀请全国女性健康万里
行组委会讲师团教授胡萍为大家授课，县直单
位300余名女职工代表参加。胡萍从女性心理

健康和生理健康多方面向女职工分析各种妇
科疾病缠身的原因，传授预防办法和治疗方
法，使参加讲座的女职工受益匪浅。

□王荣金 摄

最近，上海二中院审结
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的
判决是：算！

那么，这起案件的由来
是怎样的呢？原来，不久
前，市民小刘在工作单位拿
杯子冲泡奶粉喝，一不小心
被开水烫伤了左腿。

同事们见状，赶紧将小
刘送往医院。医生对小刘
伤口进行处理后，诊断为左
下肢二度烫伤。

小刘向当地人社局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受
理后调查认定：小刘的情况
符合工伤认定范围，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

但小刘的用人单位甲
公司不服，认为职工在上班
期间，除饮水之外的饮食行
为导致的伤害均不属于工
伤，于是提起行政诉讼，请
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小刘
在上班时冲泡奶粉的行
为，并未超出工作中满足
正常生理需要的范畴，可
以视为在工作时间、工作
场所内受到伤害的情形，
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
决定并无不当。故驳回甲

公司的诉讼请求。甲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中，上海二中院
认为，劳动者在其劳动过
程中满足其必要的、合理
的生理需求的行为，是从
事劳动工作的前提条件，
属于劳动权的一部分，应
当受到法律保护。

奶粉系冲饮性质的即
食性饮品，只需花费少量的
人力和时间。因此，小刘在
上班时冲泡奶粉的行为并
未超出工作中满足正常生
理需要的范畴，虽不属于直
接履行工作职责，但也是为
了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属
于间接的工作原因，原审判
决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表示，劳动
者在工作中因满足合理生
理需要的行为而受伤应当
被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
不应过度排斥和苛责。当
然，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
也应当严格依据法律规
定，实践中不能无限扩大

“合理的生理需要”这一概
念的范畴。 □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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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本报讯（ 贺金霞 乔喜林）近日，
延安市富县人民法院张村驿法庭启动

“两说一联”（“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干
部联村”）便民联动机制，成功调解了一
起因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引起的农民工
上访讨薪案件，由发包方赵某与承包方
李某协商一致，共同支付农民工工资10
万余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早在今年 4月 15日，赵某承包了位
于富县张村驿镇榆树行政村村民呼某
的建房工程。随后，赵某将该工程的劳
务发包给李某，双方于2019年4月20日
达成协议并签订施工合同，赵某按工程
进度支付劳务费，李某负责联系工人进
行施工，并负责发放工人工资。

合同签订后，赵某委托李某作为现

场负责人进行现场管理，李某联系10余
名工人开始施工，工程进展 40余天，李
某在支付工人部分工资后，拒绝继续支
付。10余名农民工多次讨薪未果，情急
之下，前往富县人民政府上访。县政府
接待了来访人员，并及时通知张村驿镇
人民政府，要求妥善处理。

张村驿镇人民政府接到通知后，迅

速召集法庭、派出所及司法所工作人
员，启动“两说一联”工作机制，由张村
驿法庭庭长乔喜林主持调解，进行现场
说法、释法明理。经过几个小时的耐心
调解，最终将纠纷化解，双方达成协议：
由发包方赵某与承包方李某共同支付
农民工工资107000元，双方就施工合同
存在的争议另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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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日,尽管天冷得让人不愿出
行，但是对于身患乳腺癌的女工张丽（化
名）来说，内心却是无比温暖的，因为她收
到了中国保险互助会西安办事处职工互
助保障计划理赔互助金2万余元，同时还
即将享受到 2019年度职工互助保障会员
慰问活动，这对于张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
炭，也让她感受到了“娘家人”的关爱。

张丽是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办
工作人员，参加了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西
安办事处开办的职工医疗、住院津贴综
合、女职工特殊疾病三项互助保障计划。
2019年3月，张丽在长安医院被确诊为右
乳腺癌，后经连续 9次的住院治疗，费
用高达 17 万元，医保统筹报销 6 万余
元，个人自付医疗费需要近11万元，巨
额的医疗费用，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西安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迅
速根据赔偿条款为其办理了职工医疗、
住院津贴、重大疾病、女职工特殊疾病
等互助保障计划理赔互助金 24352 元，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西安办事处主任张
志宏和未央区总工会副主席王文莉亲自
将互助金送到其手中。

近年来，未央区总工会非常重视职工
互助保障工作，区内办理职工互助保障
计划的单位数量和会员数量逐年增长，覆
盖区内困难职工、企业职工、机关干部等
各个基层工会会员。近三年来，未央区总
工会理赔会员达229人，支付理赔互助金
17.5万元，为工会会员筑起了一道抵御患
病风险的防护墙。 □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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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巡逻车■

西安的初冬伴随着丝丝寒意，但
是寒意并没能阻止一颗热忱的心。近
日，李某握着一面锦旗来到了灞桥区
人民法院，说自己是来感谢胡军卫法
官的。

原来，原告李某经人介绍，到西
安市灞桥区田王街道某项目部从事整

栋楼体的修补、打钻及打磨工作，当
时李某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口头约定劳务单价及给付方式。在此
期间，被告陆续支付原告 114500元劳
务费，在该工程竣工后，经双方结算尚
欠原告20万元劳务费，被告向原告出具
了欠条。此后李某多次寻找被告催要

劳务费未果。他不得已开始找人讨薪，
却不断遇到闭门羹，甚至会面临人身安
全威胁，多次讨薪，无功而返。最后李
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对方起诉至灞
桥区人民法院。没有想到是，官司很快
就判了下来，经过执行，自己的血汗钱
顺利拿了回来。

李某始终没有忘记在自己艰难的
时候，是灞桥法院帮助自己渡过难
关，拿回血汗钱，为表达自己的感谢
之情，他将锦旗送到胡法官手中，并
说：“胡法官您话不多，但是严肃的脸
上总流露出公正的气息……真心感谢
你们！” □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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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峰 付华鹏）今年以来，汉中市镇巴
县人社局出台多项措施，不断加大工伤政策宣传力
度，做好工伤预防工作。特别是针对煤矿、建筑领
域，积极开展工伤保险宣传，进一步提高工伤认定效
率和服务质量。严格规范工伤认定申请、受理、举证、
调查取证等各项环节，完善工作流程，严格审核申报
材料，坚持实地走访调查，确保工伤调查客观公正。

截至2019年11月底，该县人社局共受理工伤认定
申请75起，作出认定工伤决定74起，终止工伤认定申
请程序1件，有效维护了广大职工权益，最大限度解决
他们的难处，切实为受伤害职工撑起救助“保护伞”。

为职工撑起救助“保护伞”

镇巴县人社局

自 2018 年起，劳动关
系协调员的岗位已被列入
宁波市紧缺职业（工种）高

技能人才岗位补贴目录。取得劳动关系协调员二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可以获得一次性培训
补贴2000元，还可以享受紧缺工种岗位补贴500元/
人·月，这一引导政策极大激励了企业职工报考劳动
关系协调员相关岗位的积极性，“劳动关系协调员”
这一职业开始走俏。（11月29日《宁波日报》）

随着劳动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和劳动者越来越强
的自我维权意识，企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构建合规合
法的和谐劳动关系。如何协调好企业和职工的关系，
确实需要一批具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的意
识，具备劳动关系和劳动保障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
及娴熟的沟通与交流技能的劳动关系协调员。然而，
目前总体上还存在着劳动关系协调员数量不足，出现
了青黄不接的现状，适应不了企业发展的要求。

笔者以为，宁波市通过出台劳动关系协调员激
励政策，不仅充分调动了企业职工报考劳动关系协
调员的积极性，加快了劳动关系协调员队伍的建
设，逐步适应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的需要，而且为健全
企业和员工双方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
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提供了人才保障，可以
针对性地发现企业中劳动关系的矛盾和问题，及时
进行沟通和化解，把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
芽状态，起到了“润滑剂”与“调和剂”的作用，促进了
企业的和谐和稳定。还有利于激励更多的员工学习
和钻研专业职业技能，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
质。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费伟华

■有话直说■

为劳动关系协调员
职业走俏叫好

■维权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