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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欠薪有条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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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朱睿晔报道 “终于可以
好好过个年了。”2020年春节将至，
43岁的卓杨英舒坦地采购着年货，
而在一个多月前，她还面临着失业

的困境。
卓杨英原是丽水麦克轴承有限

公司的一名计量员，这是一家生产
摩托车、电动车、汽车、家用电器深

沟球滚动轴承的企业。2019年8月
6日，麦克轴承公司工会主席向莲都
区总工会反映，公司因受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订单出现断崖式下降，准
备在年底正式歇业停产，企业原有
49名职工都将面临失业，他们很多
都是已经在企业工作了10多年甚至
20多年，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企
业。

卓杨英就是其中一员，她从
2004年开始就在麦克轴承公司工
作，可以算是最老的一批职工。这
些面临失业的职工纷纷到莲都区总
工会请求法律援助。

2019 年 8 月 15 日，莲都区总
工会联合莲都区劳动监察大队、
法律顾问娄丽伟律师，对公司工
会与职工提出的11条问题给予了
一一解答，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
经济补偿和收尾期间职工待遇这
两方面，另外还涉及了失业保险
金的申领等问题。这给职工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使企业顺利开展

收尾工作。
2019年12月，麦克轴承公司收

尾工作基本完成。12月13日，莲都
区总工会联合了区劳动仲裁院、区
劳动监察大队、企业方召开了四方
座谈会，就麦克轴承公司停产安置
事宜，初步形成了职工补偿安置方
案。

会上，公司董事长沈为民承诺：
“一定将职工们安置好，确保企业歇
业停业顺利完成。”当天下午3时，公
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宣布企业于
2019年12月31日正式停产并公布
安置方案，根据职工工作年限给予
2000元/月的安置补偿。

2019年 12月 25日，莲都区总
工会联合区劳动仲裁院、企业方、公
司工会四方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相
关事宜。会上，企业方和工会方都
就安置情况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诉
求，对安置方案中大部分条款达成
一致：一是2019年12月企业已基本
停产，但依然会给职工最低工资保

障和缴纳社会保险；二是安置方案
分两批进行，其中对于2019年12月
31日前已到达退休年龄的11名职
工，根据工作年限给予1000元/月的
补助；未到达退休年龄的38名职工，
根据工作年限给予2000元/月的安
置补偿。

2019年12月27日，公司和38
名职工在莲都区劳动仲裁院签订
《丽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调解书》，公司同意支付38名职
工经济补偿金共计62.60万元，并在
2019年12月31日前付清。

由于区总工会和区劳动仲裁部
门的提前介入和多次调解，麦克轴
承公司的歇业停产工作顺利完成，
所有职工都得到妥善安置。目前，
38名职工的经济补偿金已经全部发
放到位，大部分职工也已经找到新
工作，卓杨英元旦前后在另一家企
业找到了新工作，继续自己的计量
员生涯，而未找到新工作的职工也
已经开始申领失业金。

本报讯 记者沈佳慧报道 “三
万四千多元钱已经到我卡上了，这
个年可以过得舒心了！”1月9日上
午，江西籍职工何卫平来到台州市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握着中心主
任黄军辉的手，激动地连说了好几
声“谢谢”。

原来，服务中心为小何解决了
一件闹心事。2017年 9月12日，
何卫平到宁波一家物业公司台州
分公司做厨房切配工作，工资3500
元/月，包吃住。2018年 11月 12
日晚上上班时，他不小心被烫伤，
经鉴定为伤残九级，工伤基金已经
领取48236元，伤残就业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工资、医药费等工伤赔
偿共计34294元，但企业直到2019
年年底都没有支付。

2019年12月16日，焦急的何
卫平来到台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
心寻求维权。中心主任黄军辉听了
何卫平的诉求后，立即联系了企业负
责人，约定于当月20日开展调解。

最终，经职工服务中心主持调
解，公司同意支付何卫平伤残就业
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医药费
等工伤赔偿共计 34294 元，并在
2020年 1月 9日通过银行转账完
成支付。

事情圆满解决，何卫平向职工
服务中心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
这是台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收到的第15面锦旗。每一面锦旗
代表着职工对工会沉甸甸的感情，
也彰显着工会人服务职工的初心。

通讯员唐学基、郑志军报道 “我
知道工程款不属你们管，让你们跑了
好多趟，实在辛苦……现在终于给解
决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1月
7日，戚师傅向淳安县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工作人员连声表示感谢。

2019年 12月 24日，淳安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接到“110”联动报警，
称在辖区新安北路某酒店装修工程
承建方拖欠农民工工资。

经问询，报警人戚师傅是该项
目负责消防安装的工头，找承建方
湖州渊振建筑装饰公司负责人杨先
生讨要工程款。虽然这不属于劳动
保障监察职责管辖范畴，但工作人
员还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并联系杨
先生，说服他尽快支付戚师傅3.82
万元的工程余款。杨先生允诺25日

晚上打钱给戚师傅。
可到了约定时间，杨先生并未兑

现。戚师傅在某装饰市场堵住杨先
生的车后又报警，经协调，杨先生写
下欠条，承诺元旦节后给付，但最后
还是以“资金紧张再缓几日”为由搪
塞。无奈的戚师傅将杨先生堵在家
里，再次报警，并举报该装修项目另
有粉刷班组工人工资被拖欠的情况。

工作人员将现场的杨先生和粉
刷工人带回，经核准，共拖欠9名工
人6.75万元工资，现场经商谈，1月
7日下午2时结清消防安装工程余
款和粉刷班组工资。但杨先生再次
食言，当天下午3时，经工作人员多
方催促，杨先生才于4时32分赶来，
给戚师傅结清了工程余款 3.82 万
元，粉刷班组工人也拿到了辛苦钱。

名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公布时间：2020年1月7日
施行时间：2020年5月1日
发布机构：国务院
主要内容：
◆对违反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人社

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向劳动者加
付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赔偿金；涉嫌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专款专用”，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开设专
用银行账户，避免人工费与材料费、管理费等资
金混同或者被挤占。

◆“总包代发”，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专用
账户直接将工资发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
确保工资发到本人的手里。

◆“实名制”，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
位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
实名制的登记和管理。

◆“工资保证金”，施工总承包单位要按照
规定的缴存比例缴存，如发生欠薪，经责令支付
而拒不支付或无力支付的，由主管部门启用工
资保证金予以清偿。

点评：这是近年来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经验
的制度化提升，是依法治欠的重要体现和制度
保证，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治欠工作的高度
重视，顺应了社会各界对治欠的期盼和呼吁，开
启了依法治欠的新阶段。

案情简介

小李与某保险公司自2017年1月起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约定小李担任战略部高级经理一职。
2017年10月，保险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决定撤
销战略部，小李所任职的岗位因此被取消。双方就变更
劳动合同等事宜展开了近两个月的协商，未果。

2017年12月29日，保险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商一致，向小李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小李提起仲裁并起诉要求
2017年度奖金等。

处理结果

一审法院对小李要求年终奖的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查明，保险公司在《员工手册》中规定：年

终奖金根据公司政策，按公司业绩、员工表现计发，前提
是员工在当年度10月1日前已入职，若员工在奖金发
放月或之前离职，则不能享有。据查，保险公司每年度
年终奖会在次年3月左右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了
奖金发放情形，小李在某保险公司发放2017年度奖金
之前已经离职，不符合奖金发放情形，故对小李要求
2017年度奖金之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作出后，小李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令保险公司支付小李年终奖。
二审法院认为，小李为保险公司工作至2017年12

月29日被解除，此后两日系双休日，表明小李在当年度
已在保险公司工作满一年；在保险公司未举证2017年
度小李的工作业绩、表现等方面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足以认定小李在该年度为保险公司付出了一整年的劳
动且正常履行了职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基于上述理由，保险公司主张小李在年终奖发放月
之前已离职而不能享有该笔奖金，该主张缺乏合理性。
故对小李诉求公司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应予支持。

案例分析

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的年终奖金应根据劳动合同
约定或用人单位规定的标准和条件进行发放。若没有
约定或相应的规定，则由用人单位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
进行酌情确定。

若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或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在年终奖发放日之前劳动者不得离职，否则其将无权获
得年终奖。在此情形下，劳动者能否主张年终奖？

1. 劳动者因个人意愿而主动离职，或因劳动者过
失、不能胜任工作等，用人单位解除与之劳动合同的，导
致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年终奖发放日前终止的。由于
提前离开用人单位系由劳动者的个人因素造成，劳动者
显然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条件。

2. 由于用人单位不合法的行为导致劳动者无法在
年终奖发放之时在职的，即系用人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地阻止年终奖发放之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
就，用人单位不能免除向劳动者支付年终奖的义务。故
劳动者据此主张相应年终奖的，应予支持。

3. 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商一致而在年终奖发放
之前终止劳动关系的。

在本案，对于未能达到年终奖发放时间及条件，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均无主观意愿或过错，也是本案所涉争
议的背景情形。

劳动者能否主张年终奖，则应根据劳动者的履职时
间、工作表现、贡献度大小等，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
确定。 （来源：无讼案例）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日
前，省消保委公布了 2019 年度全
省消费投诉热点分析。根据统计，
2019年度全省消保委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89173件，接待消费者来访
和咨询近 45万人次，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2.06亿元。其中，因经
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
投诉662件，加倍赔偿金额238万
元。

长租公寓消费风险需进一步防范

省消保委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年2月期间针对租房贷问题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消费调查，共回收
有效问卷2167份，调查结果显示部
分租房平台存在诱导消费者选择分
期、隐瞒分期服务、宣传告知不明
确、公寓室内环境不达标等问题。

省消保委分析了长租公寓主要
存在的三大消费风险点。一是“高
收低租”等不规范经营模式导致平

台“爆雷”。当前长租公寓普遍交易
模式为平台按月向房东支付租金，
按季或年向租客收取房租，从而形
成“资金池”，部分长租公寓平台为
了快速扩张，采用“高收低租”的经
营模式，最终因无法维持经营导致

“爆雷”。
二是租房贷问题。部分平台通

过差异化的优惠支付条件，诱导租
客采用分期方式支付房租，但没有
提前告知分期付款可能存在的风
险；甚至存在隐瞒分期服务现象，消
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租房
贷款。

三是室内空气质量不达标。部
分长租公寓平台选用劣质的家具和
装修材料，装修完毕后未经检测便
出租，导致室内甲醛、TVOC等有害
物质含量超标。

视频网站会员制套路多

近日，网剧《庆余年》“VVIP”事

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同时，视
频网站专属广告、默认自动续费等
乱象再次被诟病。

省消保委发布的消费投诉热点
分析指出，默认自动续费、好片另付
费、会员专属广告、额外付费享受超
前点播等现象，涉嫌侵犯消费者权
益。2019年2月至4月，省消保委曾
联合第三方调查机构针对优酷、爱
奇艺、腾讯视频等9家视频网站开展
暗访式消费体验，同时开展网络消
费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587 份。
2019年 12月20日，省消保委面向
全省消费者征集视频网站投诉案
例，共收到相关消费投诉119件。

投诉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一、
默认连续包月，缺乏到期提醒。视
频网站普遍默认勾选连续包月，且
部分视频网站普通包月选项非常隐
蔽，涉嫌变相剥夺消费者选择权。
大部分平台自动续费没有到期提
醒，由系统直接扣费。

二、自动续费取消手续繁杂。
部分平台取消自动续费手续繁杂，
无法直接在APP内取消，需要通过
第三方入口操作。部分平台会员页
面未见“续费管理”，需到会员协议
内才能查看取消续费的具体方式。

三、会员广告特权宣传告知不
明确。部分平台在会员特权中描述

“广告特权”“跳广告”“免广告”，但
一般仅自动跳过视频开头的广告，
其他类型的广告如开屏广告、弹窗
广告、页面广告、会员广告、小剧场
广告等会员仍不能自动跳过。

美容美发、健身、教育培训是预
付式消费高发领域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投诉持续
高发，办卡容易退卡难，经营者转
让、倒闭或卷款跑路等现象较为常
见，美容美发、健身、教育培训等行
业成为投诉高风险区域。一些经营
者甚至互相勾结，恶意转让，故意倒

闭，以此逃避债务侵吞消费者财产，
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分析指出，部分经营者通过不
平等的格式条款内容限制消费者权
利，如规定预付卡不挂失、不补办、
不退钱、不得转让、过期作废等，而
规避了因经营者转让、变更等原因
导致预付卡不能使用时的规定；一
些经营者在明知已无法经营的情形
下继续发放预付卡“圈钱”，并在不
事先通知持卡人的情况下将店面转
让给第三人后“跑路”，消费者去新
店消费时被告知之前的预付卡无法
继续使用或者需要额外充值才能使
用。

当下还出现了职业团队帮助经
营者以此类方式“安全闭店”的现
象；一些不法分子还瞄准了预付式
消费市场，开店后大肆促销办理预
付卡，短期内达到“圈钱”目的后就
关门“跑路”，换一个地方继续“圈
钱”。

丽水“娘家人”
引导停产企业妥善安置职工

涉及49名职工 经济补偿金62.60万元

四方座谈会

追回34294元！
台州工会为工伤职工撑腰

何卫平（左）向台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表达谢意。

2019年我省消费者投诉热点发布：

视频网站会员制套路多
花了钱还得看广告

淳安妥善化解
一起工程款纠纷

“日报告”“零容忍”“分片包保”
“实时调度”“细致精致极致”，这将
是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在2020年铁
路春运安保工作中出现的几个“热
词”。

在2020年铁路春运安保工作
中，全国铁路公安机关严密细化春
运安保工作方案，坚持把维护高铁
安全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严格落
实高铁治安问题隐患“日报告”“零
容忍”等制度机制，加强重点目标、
复杂区段巡查守护，协调配合路地
单位扎实推进高铁安全环境治理。
按照“信息共享、联勤联动、协同高

效、运行顺畅”的目标要求，大力加
强与地方公安、铁路企业的协作配
合，相互策应、相互融入，联勤联动、
联防联控，在确保春运安全上形成
强大合力。

同时，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将扎
实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积
极推动“枫桥经验”上列车、到站区、
下沿线、进场段，坚持打防管控一体
化作战，充分发挥站车查缉优势，全
面加强打击整治，严厉打击涉票、

“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持续整治霸
座、阻挡车门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
铁路春运治安环境。 据新华社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启动春运安保工作

消费一线

保姆们有更好的保障了
名称：《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

施意见》
公布时间：2020年1月8日
发布机构：浙江省政府办公厅
主要内容：
◆员工制家政企业应依法与家政服务人员

签订劳动合同，按月足额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费；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签约情形的，应签订
服务协议，可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家政企业和用工家庭应保障家政服务人
员休息权利，在充分平等协商基础上，合理确定
休息或补偿办法，并在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中
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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