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规专递

名称：《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

颁布时间：2019年11月26日
施行时间：2020年1月1日
发布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主要内容：
检举人可采取书信、电话、传真、网络、

来访等形式检举，可通过各级跨区域稽查
局和县税务局承担举报中心职能的部门检
举，并明确12366纳税服务热线接收电话检
举职责。

税收违法行为
检举更便利

名称：《劳动合同（通用）》《劳动合同
（劳务派遣）》示范文本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5日
发布单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重要意义：
这是人社部第一次公开发布全国通用的

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对常见风险做出了明确
的提示，引导用人单位建立合法的劳动制度，
进一步加强全国劳动地方规定的统一化。

内容摘要：
◆劳动合同第三条 标准工时工作制。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
不超过40小时。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依法
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
过1小时，特殊原因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
月不得超过36小时。

【解读】
这引用《劳动法》的规定，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对于部分用人单位过于大张旗鼓宣
扬“996、007”的行为，坚定表明了应当合规、
合法的态度。

◆劳动合同第四条 甲方安排乙方加班
的，应依法安排补休或支付加班工资。

【解读】
这里与上一条相呼应，也是要求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应当要安排补休或支付
加班工资，不得滥用“996、007”等理由，侵犯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范本对
“996”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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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金波报道 11月30日至
12月1日，浙江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
究会在杭州召开学术研讨会，对和谐
劳动关系建设、工会改革发展及新时
代下和谐劳动关系研究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

研讨会上，“996”成为其中一个
重要话题。

今年年初，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
年会上宣布，将实行“996”工作制
度，即正常工作时间为早上9:30到
晚上21:00，周三为家庭日，员工可
按晚6点的正常时间下班。而遇到
紧急项目时，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

作时间会更长。顿时，引起了各方关
注，“平时996，生病ICU！”成为红极
一时的流行语。

“996”：互联网行业常态？

“我们调查的互联网企业，普遍
存在超时工作的加班现象。”在“996”
话题火爆网络之后，浙江大学城市学
院法学院教授吴红列，对杭州112家
互联网企业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走访
和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受调查
的员工中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时间的
占比61.47%，甚至有1.53%的员工每
天工作11小时及以上。

经过分析，吴红列将“弹性工作
制”列为互联网企业职工“996”的重要
原因之一。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互联
网企业采用“弹性工作制”，也就是通
过工作目标的设定，以项目制或任务
制的形式开展工作。由于项目或任务
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而其劳动定额
又缺乏相关标准，造成了表面上看没
有一家企业明确建立了“996”工作制，
但是在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员工为
了完成规定工作目标，“被迫自愿”的
超时工作和加班加点多有发生。

这背后既有互联网行业自身属
性的原因，也有互联网行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低端竞争的阶段性问题。

弹性工作制：谁适用？

“弹性工作制”，即不定时工作
制，我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
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
休息办法。”

1994年，原劳动部颁布了《关于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对不定时
工作制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第四
条规定，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职工，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一）
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
推销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
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
（二）企业中的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
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

卸人员以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
作业的职工；（三）其他因生产特点、
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适
合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

如果是正常工时制度，“996”无
疑是超出法定工作时限，不仅需要劳
动者同意，也需要依法支付加班工
资。但如果是不定时工作制，只要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对相应事项协商一
致，工作时间可以由劳动者自行决
定，这种情况下的“996”就不是“加
班”了。“×点上班，下班不得早于×
点××分”，现实中，不少实行弹性工
作制的岗位都有这样的工作时间。

那么，互联网企业职工是否适用
弹性工作制？

“以智力劳动为主的创造性岗
位，如高管、创造性岗位，是不适宜用
八小时工作制的。”一名来自互联网
企业的法务人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这也是企业法务界较为一致的看法。

对此，吴红列提出了对策和建
议：“政府应当针对互联网劳动用工
的新特点，及时制定针对互联网劳
动用工的规章或法律性文件，作为
规范互联网劳动用工的法律依据，
使得互联网劳动用工的执行和监管
有法可依……”

特殊工时制度：外卖小哥们的新
保障

而在实践中，新经济新业态的劳
动工时制度改革已经在摸索之中了。

今年10月30日，浙江省人社厅

通过了《关于优化新业态劳动用工服
务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第一个规
范新业态经济用工的省级规定。

《指导意见》对电子商务、网络约
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经
济从业人员实行特殊工时制度——
业务饱满时，在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
人身健康权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延长
工作时间；业务清淡时，可以采取集
中放假、轮岗轮休、待岗培训等方式，
尽量做到少裁员或者不裁员，促进就
业稳定。

其前提有两个：新业态企业和新业
态从业人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可以在
劳动合同或者相关协议中明确具体休
息休假或者经济补偿办法；经当地人力
社保部门批准。

附：《劳动法》对工时制度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

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
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
制度。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
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
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
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
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
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
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
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召开研讨会 献计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996”：加班VS弹性工作制

为了让辛苦一年的农民工
“薪情无忧”、开开心心回家过
年，杭州市江干区从 11 月 15 日
至 2020 年春节前在全区范围内
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

动，成立由区人社、住建、公安、
市监、工会、财政等部门组成的检
查专班，建立工作例会、运转协
调、工作通报、挂图作战等推进机
制，对欠薪行为实行零容忍。图

为区根治欠薪检查专班正在辖区
建筑工地一线检查施工单位落实

“无欠薪”六项制度及农民工工资
按月足额发放情况。

通讯员唐学基 摄影报道

让农民工年底“薪情无忧”

案情简介

一家电子科技公司今年2月1日至3日、2月11
日至12日强制安排一批员工放假，给员工多放了5
天假期。之后，公司在发放员工2月份工资时，没有
将多放的5天假期纳入实际出勤天数来计发工资。

公司负责人认为，外地员工春节返乡路途遥远，
多放几天可以让员工多陪陪家人。同时，考虑到春
节期间公司业务量较少，让员工放假可以节省一定
的用人成本。负责人认为，多放的5天假期员工并
没有实际付出劳动，应属于事假，不应该计发工资。

员工则认为，多放的5天假期是公司主动提
出的，应属于公司自愿给予员工的福利，休假期间
应视作正常出勤并计发工资。

处理结果

监察员厘清案件原委后，立即向公司负责人
进行了相关法律政策宣讲，告知其不能将多放的
5天假期视作事假，应视作员工正常出勤并支付
员工工资。随即，监察员向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
指令书》，责令该公司按照相关标准补发员工2月
份工资。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了整改，补
发了员工的工资差额。

案例分析

焦点一：公司方提出的放假是否可以定性为
事假？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
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
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本案中，在未经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将强
制放的5天假视为事假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焦点二：休假期间工资是否应当计发？计发
标准是什么？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非因劳
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
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
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
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本案中，公司为节省用人成本而停工停产，应
当按相关标准发放员工5天假期的工资。由于5
天假期处于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故应按照员工
今年2月份的工资标准计发，即2月份的日正常出
勤工资×休假天数。

（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微信公号）

通讯员孙建新报道 “‘痛风灵’
是澳大利亚根据祖传秘方，采用30多
种名贵中草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精
制而成，具有驱风祛湿之特效，为现
今各种风湿性药物中最有效而没有
副作用的治疗剂，治疗有效率98%以
上……”今年9月，德清县农民李大
伯在农贸市场上看到这样的宣传，就
买了几瓶“痛风灵”。

回到家后，李大伯打开包装一看

感觉蛮好，但是再仔细看了包装、说
明书，没有标注药品批准文号，没有
厂名厂址等信息，于是向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了投诉。

经德清县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
查询，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网站查询不到这个药的任何
信息，在“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网站上查询“中成药名单”也没有

“痛风灵”的批准信息，这款“痛风

灵”疑似假药。
执法人员将“痛风灵”送湖州市

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结果
检出化学成分双氯芬酸钠，长期或大
量服用，可能引起胃肠道反应、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等不良症。

德清县市场监管局将宣传单上
的联系人杨某列为嫌疑人，并将案
件移送至县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
正在农贸市场内摆摊销售的杨某抓

获，现场查获“痛风灵”等产品及印
有“澳洲痛风灵特效”等宣传资料，
并在杨某租住的宾馆查获“痛风
灵”200余瓶及大量宣传资料，后又
在杨某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家中查
获“痛风灵”200余瓶及宣传资料近
8000份。

经进一步审讯，杨某交代产品是
通过亲戚从淘宝网店购买，经执法人
员向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发函协

查淘宝交易记录，确定销售者信息。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在东莞市抓获

“痛风灵”发货点和经营者樊某，在深
圳市抓获“痛风灵”生产者许某和陈
某，接着在贵州抓获从陈某处购买

“痛风灵”进行销售的韦某。至此，该
案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查获“痛
风灵”400余瓶。

因当事人涉及刑事犯罪，相关案
件已全部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顺“网”摸瓜 在浙粤贵三地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

德清查处一起利用互联网销售假药案

新华社上海11月 30日电 上
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9日公开开
庭宣判一起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
案件。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蒋某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据检察机关指控：2019年8月1
日 17 时许，被告人蒋某因家庭矛
盾，通过开锁人员撬开其父母位于
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14楼的房门，
持棒球棍对家中物品进行打砸，又
将手机、平板电脑、水果刀等物扔出
窗外，散落于小区公共道路及楼下
停放的三辆轿车上，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发后，被告
人蒋某主动打电话报警，具有自首
情节。

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其辩护
律师就蒋某抛物是否存在直接故意
和量刑问题发表了辩护意见。

法院审理认为，蒋某因家庭矛
盾，为发泄不满，将手机、平板电脑、
水果刀等物品从14楼高处扔下，部
分物品砸落在小区公共道路上，砸
坏该道路上停放的三辆机动车，虽
未造成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的
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其
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
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于检察机关及
辩护人关于减轻处罚、从宽处罚的
意见，予以采纳。但蒋某在案发小
区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多年，熟悉环
境，因家庭矛盾为泄愤将财物抛下
楼，其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性明显。
被告人行为已对不特定人员的人
身、财产构成严重威胁，不宜适用缓
刑。

据悉，该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印
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
物案件的意见后，上海首例因高空
抛物入刑的案件。

上海判决一起高空抛物入刑案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通讯员钟伟、沈潇报道 日前，
柯桥区检察院检察官金栋女一行
来到绍兴非凡蓝纺织品有限公司，
对该公司原员工陶某职务侵占案
进行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并为全
体员工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法
治教育课。

陶某担任公司业务员期间，利
用联系客户、签订、履行外贸合同等
职务之便，私自提高产品价格，将低
价的合同交予公司，要求客户按照
高价合同支付货款，致使客户向公
司账户多汇款6万余美元。

陶某伪造购销合同，以虚假货
代提单骗取公司出具电放保函，私
自将总价8万余美元的牛仔布卖给
其他客户，运费、代理费仍由公司支
付。陶某为平账向公司汇款2万余
美元，收取的货款用于个人消费。
案发后，陶某家属向公司退赔赃款，
取得公司谅解。

鉴于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犯罪
情节轻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检察机
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宣告会现场，金栋女对公司员工
进行了法治教育，并告诫大家，“要以
陶某为教训，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
严守法律底线，远离犯罪，共同维护
企业健康成长。”

年初以来，柯桥区检察院开展
了“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层”走访活动，该院检察官深入企
业，了解制约当地民营经济发展中
遇到的突出问题和民营企业的法
律需求与经营困难，针对涉案企业
的财务规范管理、公司规范化建设
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同
时，还与工商联建立健全沟通联系
机制，全面了解企业对检察机关的
司法需求，有效拓展法律监督线索
来源渠道。

绍兴柯桥：

职务侵占敲警钟
风险防范堵漏洞

研讨会现场。 记者邹伟锋 摄

公安部于11月28日晚间在京
举行首批100个“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命名揭晓仪式，浙江省共有5个
派出所被命名，分别是诸暨市公安
局枫桥派出所、杭州市公安局下城
区分局长庆派出所、岱山县公安局
罗家岙派出所、德清县公安局阜溪
派出所、义乌市公安局上溪派出所。

仪式以“向人民报告”为题，包括
“融入血脉的忠诚”“春风化雨促和
谐”“润物无声暖心田”“同心共谱平
安曲”四个篇章，现场采访包括浙江
省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杨
叶峰在内的多名派出所所长，并有小
品、歌曲、诗歌朗诵等诸多形式。

一次次掌声，一次次致敬，一个
个或暖心或感人的事迹谱写出一曲
忠诚的赞歌。北京海淀派出所所长

王辉、辽宁抚顺雷锋派出所所长李
曹亮、福建福州东街派出所所长郭
仕海深情讲述了传承初心、铸牢警
魂、忠诚履职的故事；上海虹桥站派
出所所长张雷、新疆乌鲁木齐红庙
子派出所所长张鹏、四川泸州龙透
关派出所所长唐戈等用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和切身体
会，引发全场共鸣……

100位“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派
出所所长走上舞台向人民庄严宣誓：

“做‘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矛盾不
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捍
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
民安宁作出更大贡献！”

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网

公安部命名首批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浙江5所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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