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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劳动合同期
限有关，你可以看
看有关试用期的
规定。

劳动合同是你和公司
明确权利和义务的书
面协议，是发生纠纷维
权的证据。

劳动合同是个啥？
有啥作用啊?

劳动合同都有啥内容啊？

那可多了，
必备条款就有9项，
比如劳动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等等。

合同期限都有啥？

有3种
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
是固定期限；
没约定终止时间的是：
无固定期限；
还有一种，以完成一定
工作任务为期限。

我还不知道试用期是多久？
这个有啥规定吗？

按照规定，1个月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都是可以
的，要是超过1个月，应
当向你支付两倍月工资。

那我工作半个月
了，还没签合同，
该咋办？

签完后别忘了
给自己留一份。

谢谢您！
我这就回去找公
司要求签订劳动
合同。

小刘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找到了一份心

仪的工作，公司承诺每月工资4000元。

但都上岗半个多月了，公司还没有跟他提劳

动合同的事情，他有点忐忑，于是来咨询一下。

劳动合同是维权的“护身符”，
必须签！

图表文字统筹/设计 王青

近日，延长石油集团延安炼油厂纪委组织相关人员观
看了《叩问初心》专题警示教育片。

该片分“信仰之失、贪欲之害、围猎之祸”三个部分。片
中触目惊心的违纪行为、违纪违法者声泪俱下的忏悔，深刻
揭示腐败的危害性，警示党员干部时刻坚守底线、不碰红
线，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高妮 王睿 曹锋 摄

近段时间，有网友在网上
询问“残疾人领取退休金后，还
能申领低保吗？”“现行残疾人
鉴定标准是什么？”等问题，近
日，笔者就此专门采访了省残
联教育就业部主任于国强。

问：残疾人领取退休金外，
还可以申请领取低保吗？

答：《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
批办法》第四条规定：户籍状况、
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低
保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第十
六条明确规定，退休金应计入家
庭可支配收入。

因此，残疾人领取退休金
后，如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
均收入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
民政府规定条件，可以申请并
纳入当地低保范围。

2015年，中国残联、民政部
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残
疾人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要
求“将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
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
残疾人，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但领取退休
金的一级残疾人不属于“生活
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
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
不适用《关于加强残疾人社会
救助工作的意见》中重度残疾

人享受“单人保”的相关规定。
问：持有精神二级残疾证

的可否申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如何申领？

答：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二级精神残疾人可以享
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
本人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或乡镇政府受理窗口提交
书面申请。残疾人的法定监护
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
务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
或其他委托人可以代为办理申
请事宜。

问：有关残疾人鉴定的具
体标准是什么？残疾怎样分类
和分级？

答：目前，我国残疾评定执
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GB/T26341-2010）。残疾人
按不同残疾分为视力残疾、听
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
疾。各类残疾按残疾程度分
为四级：残疾一级、残疾二级、
残疾三级和残疾四级。残疾
一级为极重度，残疾二级为重
度，残疾三级为中度，残疾四级
为轻度。 □喜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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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本报 6 月 1

日权益保障版刊发的《保洁员劝架身
亡 申请工伤被驳回》一文，近日有新进
展。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7月 20日行
政判决驳回用人单位的上诉，维持原判，
即维持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撤销
碑林区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撤
销西安市人社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碑
林区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情回顾：54岁的保洁员韩某和妻
子都是西安市碑林区东关南街街办辖区
的保洁员，隶属于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西
安分公司。2019年 5月 8日下午 14时左

右，韩某在负责清洁的路段对面上厕所返
回时，看到同事因他人张贴小广告发生纠
纷，遂上前劝阻，在此过程中倒地。后被
120送往西京医院抢救，于当日下午16时
33分抢救无效死亡。

韩某家属要求用人单位为韩某申请
认定工伤，碑林区人社局审查后认为，韩
某发病时，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
岗位，制止他人撕扯、打架的行为也非其
工作内容，故韩某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
伤或者认定视同工伤的情形，不应认定工
伤或者视同工伤。西安市人社局书面审

查后，于 2019年 9月 29日作出《行政复议
决定书》，维持了碑林区人社局不予认定
工伤的决定。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碑林区
人社局在第三人未能提供足以认定韩某死
亡不属于认定工伤情形下，作出的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终审判
决认为，韩某与其妻共同负责兴庆路以
西，柿园路口至加油站路段的清扫保洁工
作，工作时间为 17时至 21时，案发时，系
韩某与其妻交接班过程中，韩某去兴庆路
东侧上厕所，发现同事武某因他人粘贴小

广告而发生争执，韩某在劝解过程中倒地
死亡。经查，“夫妻路”是此次上诉人公司
保洁员较常见的工作模式，且上诉人公
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此模式是绝对
禁止的，因此，不能片面依据考勤表上
韩某的工作时间为上午的记载，就作出
韩某发生死亡事故不在工作时间的认
定。此外，韩某去距离其负责路段最近的
兴庆路东侧上厕所，系其与妻子交接班的
过程中为解决生理需求而为，且韩某死亡
事故是在阻止张贴小广告过程中，因此，
涉案的碑林区人社局与市人社局认定韩
某死亡地点并非工作场所亦属不当。

《保洁员劝架身亡 申请工伤被驳回》追踪报道

■职工信箱■公司注销了，工资该找谁要
百事通先生：

你好！2016 年 1 月，我进入一家材
料公司，从事工程技术设计等工作。从
2019年11月开始，公司陆续拖欠了我们
好几个月工资。今年发生疫情以后，公
司彻底没有再支付任何工资。因此，我
们几个员工2020年5月10日向工作所在
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5月20日，公司收到劳动仲裁委员
会传票后，向工商管理局办理了公司注
销登记手续。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
该公司注销为由，终止了仲裁程序。公
司注销了，我们怎么才能要回工资？

读者 翁自安
翁自安：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信息，您和同

事可以起诉公司的股东，同时将清算组
成员一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拖欠
的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等
损失。

公司注销，在法律上是公司的解散，
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实施，否
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
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
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
止。该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清算组
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
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
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
法》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
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
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
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
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
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
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
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
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
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
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

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
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公司解散时，清
算组未根据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
务，则债权人可向清算组成员主张赔偿损
失；如果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债权人可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
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主张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本案中，由于公司股东未履行清算义
务即注销公司，股东个人要承担责任；清
算组成员在履行清算职责时，未通知债权
人，清算组成员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百事通

■以案说法■
近年来，仍有一些企业为了降低运营

成本而拒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也有
一些劳动者认为社会保险不一定有用，钱
要“落袋为安”，而主动要求用人单位将社
会保险保费“折现”随工资一同发放。然
而，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真的是企业
降低运营成本的一剂良方吗？

就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通过以
下实际案例，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对企业
不缴纳社会保险会有哪些风险进行了盘
点。原来，不给员工缴纳社保，当员工出
现辞职、申请稽查、生育、工伤等状况时，
企业都将承担相应的不良后果，轻则赔钱
罚款，严重时还将面临行政处罚。

案例1
因未缴社保辞职可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杨小姐于 2017年 9月入职某文化公
司，月工资5000元。在职期间，文化公司
未为杨小姐开立社保账户，未缴纳社会保
险。2018年 10月 29日，杨小姐向文化公
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因文化公
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解除双方间
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文化公司依法支付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为此，双方发生劳动争议。
文化公司认为，公司从未拖欠工资，

杨小姐提出辞职是为了经营自己的网店
生意，公司无需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此后，经法院判决，文化公司
应依法向杨小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75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

第 47 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据此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以劳动
者离职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劳
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以每满1年支
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进行核算。其中，工
作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
满6个月的则需按半个月工资标准计算。

案例2
未缴基本医疗保险可要求单位报销医疗费

老刘于 2014年 3月入职某招待所任
厨师。2014年 11月 25日，老刘突发心脏
病。由于招待所未为老刘缴纳社会保险，
老刘自费支付医疗费总计164552元。

出院后，老刘要求招待所支付医疗费

报销款。但是，招待所认为心脏病是老刘
的自身疾病，与招待所无关。况且，老刘
入职时曾表示缴纳社保没用，要求招待所
将社保费折现发放，双方为此还签订了
《声明书》，载明老刘不要求招待所缴纳社
会保险。

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后，经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仲裁并经法院审理，最终判决招待
所应向老刘支付医疗费报销款108671.21
元。该款项是法院请社保部门审核后的
老刘的医疗费用中符合医疗费用医保报
销范围内的金额。

【法官说法】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为员

工缴纳包含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
的法定义务。其中，医疗保险的目的是为
了确保员工在患病的时候享有依法获得物
质帮助的权利。该社保缴纳义务，并不因
双方《声明书》的约定而免除。因此，招待
所以老刘自愿不缴纳社保为由不同意支付
报销款缺乏法律依据，应在社保可报销范
围内向老刘支付医疗费用报销款。

案例3
未缴工伤保险可要求单位支付工伤待遇

老张于 2013年入职某物业公司从事
保洁工作。2014年 2月 27日，老张在下

班途中遇交通事故，导致其重伤。北京市
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
工伤决定书》，认定老张受到的事故伤害
为工伤，并被鉴定为工伤致残四级。

此后，老张家属以物业公司未为老张
缴纳工伤保险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向老张
支付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款项。
物业公司以交通事故与公司无关，肇事方
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为由，不同意支付相
关款项。

经法院审理，判决物业公司向老张支
付医疗费 115407.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6120元、生活护理费12366.3元、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72991.8元以及停工留薪期工
资、病假工资等款项。

【法官说法】
如果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

险，那么，发生工伤后劳动者可享有的部分
工伤待遇将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依据现
有政策规定，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项目包
括工伤医疗费用、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
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终止或者解除劳
动关系时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

以本案为例，如果物业公司依法为老
张缴纳了工伤保险，那么，工伤医疗费用、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等项目将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无需物业公司负担。 □李婧 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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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轻则单位自掏腰包给员工相应补偿，重则面临行政处罚

凤翔农商银行为支持地方特色实体经济发展，助力打
造酒业大县品牌，积极创新“酒业贷”“秦e贷”等特色信贷
产品，线上线下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破解中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融资难题，扩大就业。截至目前，该行已发放小微贷款
2.36亿元。图为该行客户经理了解兴盛达酒业印务公司贷
后生产情况。 □齐雯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