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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 ，中
建二局二公司西
安湖滨府 B 区项
目部邀请附近医
院医务人员来项
目部开展义诊，为
广大工友提供“健
康保障”。

本 次 义 诊 包
含一般性常规检
查、心电图以及医
疗咨询等，不仅为
广大工友护航身
心健康，提高大家
健康意识，也为高
温下的生产提供
了坚强保障。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张 建 伟
罗海蓉）7 月 29 日，陕
西省首个派驻法院检察
室在定边揭牌。当天，
榆林市定边县人民检察
院与定边县人民法院联
合签署了《定边县人民
法院、定边县人民检察
院关于在人民法院派
驻 检 察 室 工 作 的 意
见》，并在法院诉讼服
务大厅举行了派驻检
察室揭牌仪式。

派驻检察室将主要
履行三项职责：深入一
线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联合处置涉法涉诉
疑难案件、加强日常工
作沟通协调。在今后的
工作中，派驻检察室将
秉持到位不越位、参与
不干预工作原则，依法
开展法律监督和协作化
解矛盾工作，全面加强
法律监督力度，切实提
升司法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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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工伤认定标准也应与时俱进

昏迷100多天后，武汉市武昌医院杨
园街社区第二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沈
蓓未被认定工伤。武汉市人社局表示，由
于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
病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沈蓓的情
况无法认定为工伤。（7月27日《工人日报》）

抗疫护士沈蓓工伤认定难的遭遇并
非孤例。今年3月，湖北仙桃市三伏潭镇卫
生院的医生刘文雄，因一直处于高强度连轴
转的工作状态而在家中猝死，当地人社部门
以未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与地点死亡，对其作
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后，人社部门才纠正了这一认定。

现实中时有发生的工伤认定难，让劳

动者对如何顺利通过工伤认定维护自身
权益有了更多忧虑。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关于工伤认定的标准体系，工伤认定
须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两个基本条件。
如果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内突
发疾病死亡，工伤认定还须符合在48 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即符合

“48小时工伤”的认定条款。
实事求是地讲，工伤认定不仅关系到

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也关系到国家社保
基金的可持续支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
其设置严格的法定条件无可厚非。

不过，对工伤认定设置严格的法定条
件，并不意味着工伤的认定只能机械适用
法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
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都处

在不断动态变化中，特别是线上工作模式
的兴起，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工作
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墨守成规
沿用传统工作模式下的工伤认定标准，不
但会人为加剧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障
难，也会导致工伤认定纠纷的多发，浪费
宝贵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资源。

面对日新月异已经变化了的工作模
式，人社部门不能固守工伤认定标准的狭
隘文字含义，而应以“工作原因”为关键要
素，实行工作原因推定原则，准确认定工
伤，让工伤职工的劳动权益不游离在法律
的有效保护范围外。

设立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本意是为了
更好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机械
适用工伤认定标准法条，无疑有违“最大
限度地保护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立法宗

旨。有鉴于此，在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
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对工伤认定的“工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都作了扩大化解释，
明确规定“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
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情形
应属于工伤。在此背景下，人社部门应正
确理解和适用工伤认定的法条，与时俱进
地确保所作出的工伤认定契合立法意图。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在
传统工作方式已经深刻改变、离开固定工
作场所的“工作岗位”将越来越多的现实
语境下，工伤认定的标准不应在原地踏
步，而应当与时俱进。除了人社部门不能
机械理解和适用工伤认定标准的法条外，
立法部门也要与时俱进地完善法律。唯
有如此，才能使工伤职工权益保护紧紧跟
上时代的步伐。 □万周

图表文字统筹/设计 王青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
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拿上您的身
份证（居住证）或
社保卡等相关资
料到当地社保经
办机构办理参保
手续。

参保后，按您的意愿选择
参保档次进行缴纳。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在
当地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300%之
间选择缴费档次。

缴费比例：选定的缴费基数的
20%。

按规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累计缴费年限（含实际缴费年

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 15年及

以上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即可领取养老金。

养老金的计发遵循“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原则，缴得越久、缴得越

多，最后拿到手的养老金就越多。

而且，养老金还会建立增长机制，随

着社会工资和物价水平增长。

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后
可以领取多少养老金？

灵活就业人员怎么
才能领取养老金？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
保险费缴纳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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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假归来，处于哺乳期的女职工拒绝
用人单位的合理调岗，用人单位将其辞退
是否合法？近期，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理
了一起涉“三期”女职工的解除类劳动纠
纷案件，最终法院认定用人单位不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对劳动者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万元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

2016年3月，安娜（化名）入职一家游
轮船务公司，担任大客户销售经理，工作
地点在北京，月工资为税前 2.5万元。入
职3个月，安娜怀孕，2017年1月22日因怀
孕开始休假。2017年10月安娜产后返岗
后，公司安排她担任中小客户销售经理，对
接客户由大旅行社变更为中小旅行社，工

作时间、地点、工资均未发生变化。安娜拒
绝此安排，要求从事大旅行社的接洽。

2017年 10月，游轮船务公司以邮件
方式再次通知安娜，如不接受，双方可协
商解除劳动关系并提供协商解除方案。
同月，公司向安娜发送邮件，询问是否接
受工作安排。安娜回复表示，公司的调岗
不合理，她不接受无协商过程的协商解
除，要求按原岗履行合同。同日，游轮船
务公司以邮件方式向安娜发出《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

之后，安娜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
撤销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并支付 2017
年10月至2018年2月的工资20万元。仲
裁裁决支持了安娜要求公司撤销解除劳
动关系的请求，并部分支持其工资要
求。公司不服，将安娜告上法庭，不同
意撤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也不同意

支付安娜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
的工资14万元。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安娜从孕期休
假至产假结束回归工作历时8个多月，原
岗位需要有人顶替，安娜产假后返岗，公
司对其工作岗位、内容重新安排符合常
理。安娜返岗后公司安排岗位的工作内
容仍属销售范围，只是客户群体不同，不
会造成她无法胜任该岗位工作，薪资待遇
也并未降低，故公司的安排具有合理性。
根据证据所示，公司数次口头、邮件通知
安娜返岗后到新岗位工作，但安娜均拒
绝。游轮船务公司又提出，考虑到安娜处
于哺乳期，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给予安
娜经济补偿，安娜又拒绝。在此情况下，
公司再次向安娜表示若不服从公司管理
安排只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安娜仍坚
持自己想法。故安娜的行为对公司的用

工自主权造成严重影响。综上，公司合理
安排安娜岗位，已尽诚信妥善之义务，安
娜的要求致双方无法履行劳动关系，公司
最终无奈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公司不存有
过错。最终法院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
求。安娜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
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不

得以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为由与
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然而“三
期”女员工的特殊保护并不是无限的、无
原则的，倘若劳动者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营私舞弊等，用人单位可与其解除劳
动关系。而且，此种情形辞退“三期”女职
工，用人单位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

□秦春辉 袁玮

■基层动态■

■以案说法■

案例1
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2020年 1月 10日，本以为可以结清
全部工资回家过年的邱女士等被公司告
知：为防止年后员工拒不到岗，公司对所
拖欠的工资继续延期一个月。如果员工
按时上班，全部在到岗之日发放。否则，
看公司的另外通知。

“我家中指望这笔钱过年呀！”邱女士
满脸气愤而又疑惑地问：“我能用什么最
简便、最快捷的方法拿到工资吗？”

【点评】
邱女士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举报。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
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
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
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
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
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
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
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
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

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
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
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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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也指出：“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人民法
院应予受理。”

案例2
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

康女士等 11人离开公司时，公司以
资金周转实在困难为由，分别向他们出具
了欠薪条，并言明在三个月后一次性付

清。可是，时过半年后的 2020年 3月，公
司仍一拖再拖。

康女士等人该怎么办呢？
【点评】
可以申请仲裁。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仲裁法》第二条也指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
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
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
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
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
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
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
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则表
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工资支付发生
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可依法向劳动争议仲
裁机关申请仲裁。”

由此来看，康女士等索要欠薪的请求
是会得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的。

案例3
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出具了欠薪条，约定了支付欠薪

的时间，可公司对于郭女士的欠薪还是一
拖再拖。郭女士曾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举报，但没有下文。她也想过向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可又担心拖的
时间太长。

“我能否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法院责令公司支付吗？”郭女士问。

【点评】
郭女士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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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
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
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
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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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
十五条也指出：“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
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一）以暴
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强迫劳动的；（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三）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四）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报酬的；（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
付劳动者工资的。”

□颜梅生

工资被拖欠而又
多次索要未果时，员工该

怎么办？面对困难，有些员
工会选择放弃，但心里总有些
不情愿。其实，如果这些员
工知道有 3 条法律途径来
维权，就不必为此大伤

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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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地铁二号线韦曲南
站以“民法典与你同行”为主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群众关注的法治热
点，向过往群众宣传民法典。图为干警向市民讲解民法典
条文。 □王佳蓉 杨娟 摄

本报讯（屈先奇）7月27日，宝鸡市人社局举办2020年
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金台区高校毕业生
招聘洽谈会。

此次活动以“就业手拉手 乐业在宝鸡”为主题，计划利
用三个月时间，开展“素质提升”职业技能培训、“铺路助创”
扶持创业创新以及“惠民援企”政策服务落地等一系列活
动，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就业创业新热潮。

启动仪式现场为宝鸡秦源煤业有限公司等15户企业发
放了稳企稳岗补贴 1.92亿元，为宝鸡横茂淳商贸有限公司
等13户小微企业和付乾敏等2名个体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3600万元，为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等15户企业发
放职业技能培训补贴513万元。

活动当天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司、大润发宝鸡店、陕
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等9户知名企业现场宣讲企业文化，推
送机械加工、商贸服务、工程管理、餐饮服务、教育培训、风
力发电等多个行业领域、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各类优质
岗位689个。

宝鸡市启动“稳就业保居民就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