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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从用人单位按月领取工资、接受用工管理……

当确认劳动关系

■
关
注■

【案情简介】某信息公司运营的“G厨师”APP
可在线预约厨师上门提供烹饪服务。张某经人
介绍在“G厨师”APP平台从事厨师工作，双方签
订《合作协议》，未签劳动合同。数月后张某主张
信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求支付工资、经
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等。信息公司否认劳动关

系。张某申请仲裁，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并支持相关要求。法院
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本案双方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仍应审查双方事实上是否构
成劳动关系。APP平台对张某进行指派、调度及奖惩等，按月发放较为固定的报
酬，表明张某受信息公司的劳动管理，在公司安排的工作地点从事有报酬的劳
动，双方具有较强的从属关系，而这正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评析人：第二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时福茂）

将职工群众组织起来，切实维
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法
定职责，也是党交给工会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

“一勤天下无难事。快递员早出晚归、风
尘仆仆；外卖配送员走街串巷、雨雪无阻；货
车司机跑高速、走乡间……他们辛勤劳动、诚
实劳动，虽默默无闻，但却推动社会前行。

劳动分工虽有不同，但每一位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都应值得尊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侵犯他们劳动保障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缺乏劳动保护，无法享受工伤保障，难以在大
城市参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因为牵挂，所以用心。在第八个国家宪
法日到来前夕，全国工会“宪法进企业·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法治护航行动”在京启动。期
间，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关系确认争议典型案例，呼吁广
大律师积极参与行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法治护航。此举是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履
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的又一生动实践。

久久为功方可善作善成。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之事。各级工会组织要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服务更贴心的行动、
维权不手软的作风，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向美
好生活的奋斗之路。

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奋斗之
路，要有思想灯塔的指引、有疲惫后可以舒缓
身心的“家”。各级工会组织要强化思想政治
引领，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多样性
服务项目的实效，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影响
人心、凝聚人心，让他们心有所属、干有动
力。要加快推进建会入会工作，探索适应货
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
不同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让他们找到

“家”门、寻到回“家”路。
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奋斗之

路，要有保障权益的坚强臂膀、有享受生活的
优质服务、有自立自强的一技之长。各级工

会组织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积极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
表组织，就抽成比例、劳动定额、劳动保护等
开展协商，让他们有“家”可依靠、有事找“娘
家人”。要及时提供优质服务、加强服务阵地
建设，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和劳动用工“法
律体检”活动，推动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
作机制，让他们享受发展成果、幸福感满满。
要加强素质能力建设，针对职业特点和需求，
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岗位技能培训、职业技能
竞赛、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让他们技能报
国、技能致富。

工会“有心”，小哥“安心”。今天，工会组
织应该为劳动者做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给出
了明确答案——要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
变化，善于创造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让职工
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
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章琦

【案情简介】刘某到某配送中心担任E平台外
卖送餐骑手，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后刘某派送途
中因交通事故受伤。配送中心在事故后为刘某出
具《工作证明》《误工停发工资证明》。刘某请求认
定工伤。配送中心认为刘某是E平台注册骑手，否
认劳动关系。刘某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后双方诉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某配送中心与刘某均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刘

某接受配送中心的考勤管理和工作安排，按月领取工资。交通事故后，该中心开
具的《工作证明》《误工停发工资证明》都记载刘某是其员工，故仲裁和法院一致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评析人：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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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某信息公司与某
快递公司签订配送代理合作协议，
由快递公司经营配送业务。胡某
某在快递公司外包给M公司的配
送点从事送餐工作，未签订劳动合
同，因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向信息公司请求认定工伤。信
息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

系。胡某某申请仲裁，后诉至法
院，要求确认其与信息公司的劳动
关系。仲裁和法院均未认定劳动
关系。

【律师评析】当事人对自己的
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胡某某从事平
台送餐服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
从信息公司领取劳动报酬、接受该

公司劳动用工管理，对胡某某进行
管理和发放工资仅与 M 公司有关
联。信息公司与快递公司系合作关
系，快递公司与 M 公司系承包关
系，无法认定胡某某与信息公司建
立劳动关系。

（评析人：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 陆敬波）

案例一案例一

【案情简介】周某在某信息公
司开发运营的A平台注册为骑手，
后自行转向B平台注册，《B平台用
户协议》明确“仅提供信息撮合服
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
关系”。B平台不限定工作区域，不
提供劳动工具，不支付底薪，只计算
提成，注册骑手自由抢单。周某在

送餐途中遇交通事故受伤，向信息
公司请求认定工伤。信息公司否认
劳动关系。周某申请仲裁，要求确
认劳动关系，后诉至法院。仲裁和
法院均未认定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B 平台用户协
议》明确了平台与骑手不成立劳动
关系，周某已阅读知晓。平台不规

定出勤时间、不分配工作任务，足见
信息公司并未对骑手进行劳动过程
管理，对骑手顾客满意度、投诉等问
题进行管理，属业务质效管理，是企
业经营的必要措施，与劳动法上的
用工管理有根本区别。

（评析人：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 陆敬波）

【案情简介】刘某某在某科技
公司运营的网约车平台注册，自
备符合平台要求的车辆从事专车
司机服务，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平台《专快车服务协议》约定
公司与所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
机仅存在挂靠合作关系，不存在
劳动关系。刘某某在其驾驶的注

册车辆内突发疾病死亡，其近亲
属为认定工伤申请仲裁，要求确
认刘某某与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后诉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
未确认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科技公司要求司
机统一着装、按时刷脸报到、接受培
训、服务被投诉受处罚等，是保证服

务质量的必要规范，不足以认定对
司机进行劳动用工管理。刘某某可
自主登录平台接单，工作完全自行
安排，所得报酬由自主选择的接单
量确定，难以认定与科技公司存在
经济和人身从属性。

（评析人：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 董梅）

【案情简介】许某某根据某公
司发布的招聘广告，入职从事网约
车司机工作，双方签订了《网约车租
赁协议》，约定公司的小轿车租赁给
许某某，并明确约定租金、租期等。
公司为许某某购买社会保险，费用
由双方按比例分担。后双方协商解

除租赁关系。许某某申请仲裁，请
求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报酬和
赔偿金等，后诉至法院。法院没有
认定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某公司与许某某
签订《网约车租赁协议》，合同约定
许某某可自行掌握工作时间及是否

接单，获取酬劳亦非从公司处领取，
许某某人格上、经济上和组织上对
公司依附程度较弱，不符合劳动关
系本质特征。许某某可另行起诉主
张其他要求。

（评析人：第一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 黄乐平）

【案情简介】 2020年 2月起吴
某驾驶某物流公司的货车按照固定
路线送货，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
2020年 5月吴某发生交通事故，向
某物流公司请求认定工伤。为认定
工伤吴某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劳动

关系，后诉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
未认定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在劳动关系中，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经济和人
身从属性。本案证据表明吴某与物
流公司按比例分配收入，且吴某不

需接受物流公司的日常考勤和规
章制度约束，故难以认定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经济和人身从
属性。

（评析人：第二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 时福茂）

【案情简介】谢某在某集团公司驾驶公司名下
的车辆从事毛鸡运输，工作中需佩戴公司发放的
《车队司机出入证》并遵守公司规定和员工守则。
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2019年底谢某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离职，要求集团公司补缴社会保险、支付经
济补偿金等。集团公司以畜禽运输不是其业务范

围、系运输业务外包方聘用管理谢某为由否认劳动关系。谢某申请仲裁，请求确
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会保险等，后诉至法院。仲裁未确认劳动关系，法院经历两
审和再审最终认定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系用人单位业务
组成部分。集团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是畜禽饲养、收购、屠宰加工和销
售，畜禽运输是开展业务的必要辅助性内容，因此谢某的工作是公司业务的组
成部分。二是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谢某驾驶的车辆归属以及
工作中须遵守的有关要求，均体现其实际受到集团公司用工管理。故法院认
定劳动关系。

（评析人：第二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时福茂）

【案情简介】某珠宝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签订
《电商平台直播合作协议》，约定科技公司为珠宝公
司在F平台上开设直播间，珠宝公司提供商品并自
行雇人直播讲解、售卖。珠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岑某
某通知汪某某面试F平台主播工作，双方通过微信
约定底薪、提成比例和工作时间等，没有订立劳动

合同。汪某某与科技公司签订《主播保密协议》，每月收入由岑某某通过微信或
支付宝转账支付。后汪某某离职并要求支付提成等，珠宝公司称汪某某是科技
公司员工，否认劳动关系。汪某某申请仲裁，后诉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认定汪
某某与珠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律师评析】劳动关系是否成立，不能仅凭书面协议内容进行推定，而应依
据实际用工管理情况综合判定。虽然汪某某与珠宝公司签订《主播保密协议》，
但实际上是珠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汪某某进行招聘、安排其在直播间工作，且按
月支付劳动报酬，证明汪某某接受珠宝公司劳动管理，双方构成劳动关系。

（评析人：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黄家焱）

【案情简介】许某某与某传媒
公司签订《主播经纪合约》，约定为
签约艺人与经纪公司的关系，传媒
公司每月按比例支付直播劳务收益
（主要通过粉丝打赏获得），有权监
督和审查许某某的行为。

许某某在第三方所有的平台
上直播，直播间由传媒公司注册。
后许某某以传媒公司未依法支付

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辞职，申请仲裁
要求支付经济补偿等，传媒公司
称双方系合作关系，后双方诉至
法院。仲裁和法院均未认定劳动
关系。

【律师评析】书面合同系当事
人对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合意的表现
形式。双方签订《主播经纪合约》而
非劳动合同，约定建立经纪关系而

非劳动关系。许某某直播所在平台
既不为传媒公司所有，直播内容也
不属于公司业务事项，双方按比例
分配收益，即使公司基于合约对许
某某进行的必要管理，也不足以认
定构成劳动关系中的人身隶属和经
济从属关系。

（评析人：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 吴胜利）

工会“有心” 小哥“安心”

休息中的货车司机休息中的货车司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有话直说■

为宣传普及劳动法律知识，指导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强法治意识、依法理性维权，引导企业规范用工、履行劳动者权
益保障责任，全总法律工作部从近年来各地法院办理的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确认的案件中精心筛选10个典型案
例。为便于理解适用，全总法律工作部组织部分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进行分析点评。

——全总法律工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确认争议典型案例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情形各有答案不同情形各有答案

当事人未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接受用工管理……

不能确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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