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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案例仲裁案例

便民小贴士便民小贴士

A：“两位老法师，你们给评评理，
昨天我们单位有个同事说要请假去
参加区里的一个重要活动，我跟他说
这周已经请过一次假了，再请假就要
扣工资了。我转达的是我们总经理
的原话，可他当场就不乐意了，还给
我脸色看！”

B：“那他去参加的是什么活动？”
A：“说是去参加他们民主党派的

一个选举活动。你们说说看，这事情
又不是单位叫他去的，谁知道他是真
的参加活动，还是找借口不上班？”

C：“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你
怀疑他参加活动的真实性，你可以通
过各种方式求证，但你不能剥夺他依
法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

B：“C 说的对，员工在工作时间
依法参加社会活动，如出席党政工会
等组织召开的会议、参加选举等，单
位是要按照正常出勤发工资的，你可
不能乱来。”

A：“是这样啊！多谢两位老法师
的提醒，看来我和我们总经理要一起
好好学习政策、多补补专业课了！”

小贴士：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
应视同其提供了正常劳动而支付工
资。社会活动包括：依法行使选举权
或被选举权；当选代表出席乡（镇）、
区以上政府、党派、工会、青年团、妇
女联合会等组织召开的会议；出任人
民法庭证明人；出席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大会；《工会法》规定的参加工
会活动而占用的生产或工作时间等。

（本文摘自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更多人社政策咨询可拨打
12333。）

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
来，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共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案件47件，涉及劳动者1392人，
涉及拖欠工资金额1625.16万元。其
中，公安机关立案 41 件，基层法院
作出判决27件，有力打击了恶意欠
薪的行为，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

2013年7月16日，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门口传来了阵阵喧哗声，
30余人聚集劳动监察门口，情绪激
动，这些人自称为某鞋帮厂的员工，
老板拖欠他们数月工资且已多日联
系不到，他们为尽快拿到工资，只能
求助政府部门。接报后，监察大队派
员至某鞋帮厂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该厂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陈某，实
际经营者为陈某的儿子，其厂房、设
备均为租赁性质，由于经营状况不
好，员工工资一直存在拖延发放的
现象。同时发现该厂营业执照已于
2013年7月5日注销，老板并已将鞋
帮厂业务转让他人。

监察员采取各种方法联系当事
人，要求他们解决拖欠员工工资的
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以及现场情况，监察员
对员工逐一做笔录，核实单位拖欠
员工工资及老板隐匿情况，经查实，
该厂拖欠39名员工工资共计23.45
万元。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于2013
年7月18日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并张贴在鞋帮厂的经营场所，

但该单位经营者
陈某与实际经营
者陈某之子始终
不露面，逾期未改
正。2013年7月23
日又将《履行责令
改正催告书》在同
一位置处进行张
贴公示。

由于该厂拖
欠工资涉及人数
多，金额较大，员
工情绪激烈，多次
到劳动部门及政
府相关部门集访，而案件的处置可
能需要较长时间，陈某与其儿子一
直隐匿也没有任何想要支付工资的
迹象。后经该厂所在镇的相关部门
申请，2013年9月10日,由镇政府申
请欠薪保障金支付了部分工人工资
共计人民币17.25万元。

综合该企业拖欠劳动报酬的违
法事实清楚，且经营者将营业执照
注销、企业业务转让、企业负责人故
意藏匿起来的情形，严重损害了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遂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
相关要求处置该案件。2013年8月，
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并
网上缉拿，2018 年 4 月陈某投案并
如实供述了上述罪行, 支付了拖欠
的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23.45万元
并获得谅解。2018年9月，奉贤区法

院依法判决陈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宣告缓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本案中，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及时介入，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在核
实案情之后，因当事人已隐匿，考虑
到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同时为了
维护社会稳定，由属地政府以欠薪
保障金先行垫付部分工资。

案件发生后，区人社局联合区
政法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公安奉
贤分局召开欠薪入罪法律适用问题
研讨会，制定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件处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不断
完善恶意欠薪行刑衔接机制。最终，
当事人因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陈 遂/文 周 媛 摄）

近日，由区委老干部局、区离
退休干部工作党委、区人社局共同
主办的“喜庆 70 华诞，欢度最美重
阳”——2019年奉贤区离退休干部
重阳节文艺演出在会议中心隆重
举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韦
明出席活动。全区离休干部、原
区 （县） 四套班子 （含两院）退休
干部、离退休党组织书记、区管退
休干部共500余位老同志观看了文
艺演出。

韦明代表区委向全区广大离
退休干部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他指出，离退休干部是奉
贤解放、改革、发展的奠基人和创
造者，在奉贤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
建设各项事业中倾注心血，挥洒汗
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离退
休干部胸怀大局、奋斗不止的高贵
品质和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先

进榜样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韦明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开辟未来，
我们会始终牢记老干部的历史功
绩，也希望各位老干部、老同志们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守初
心，担使命，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
治本色，继续保持老骥伏枥、老当
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为打
造“四个奉贤”建设，奋力创造新时
代“奉贤美、奉贤强”的新高峰、新
传奇作出积极贡献。

参与本次文艺演出的绝大多
数为奉贤区区管退休干部，老同志
们用歌舞、朗诵、太极拳、沪剧、古
筝表演等，为离退休老干部们送上
了一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展示
了老同志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帅寒丹）

年年岁岁又重阳
——区离退休干部重阳节文艺演出圆满落幕

近年来，沪遵两地人社部门
强化合作，在劳务协作的多个方
面达成共识，帮扶力度大、工作
实、节奏快、效果好。两地通过采
取上下联动、内外联动、条块联
动，着力构建“资源共享，信息互
通，难题共解”劳务协作模式，形
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中介服
务、企业用工、群众脱贫”的就业
扶贫新格局。

区人社局通过加强与市人社

局、市就业促进中心、区合作交流
办联动对接，把开展沪遵劳务协
作、促进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就业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全力
推进落实东西部就业帮扶工作，
并不断总结就业帮扶经验，积极
拓宽就业帮扶渠道，促进当地贫
困劳动力输出精准有序。

自 2017 年以来，多次组织局
相关部门、用工企业、劳务公司深
入贵州遵义市凤冈县、余庆县、务

川县走访交流，积极和当地人社
部门对接，并深入当地扶贫车间、
人力资源市场了解贫困劳动力就
业需求。同时，组织奉贤劳务公
司前往帮扶三县进行现场招聘，
按照“识别、对接、稳岗、服务”四
个环节，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推
荐、职业指导、就近面试、站点迎
接、岗前培训、跟踪服务“一条龙”
就业服务。截至目前，共举办主

题为“搭建平台促就业、沪遵协作
助脱贫”的公共就业服务活动20
余场次，通过劳务信息平台提供
就业岗位24168个。

近日，区人社局组织召开
2019年沪遵劳务协作推进会。与
会人员就当前沪遵劳务协作工作
推进情况、存在困难和问题以及
下阶段工作设想进行交流发言，
重点就帮扶三县贫困劳动力来沪
就业不稳定的原因和相关对策建
议展开深入探讨。

为进一步畅通劳务输出渠
道，做好供求精准对接，确保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来沪就业稳定
有序，区人社局设立了沪遵转移
就业服务站，致力于做好帮扶三
县来沪就业贫困劳动力后续跟踪
服务。通过走访慰问，了解他们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
他们解决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让来沪就业人员能
够安心就业、放心就业、舒心就
业。

（顾李辉/ 文 蒋 婧/摄）

【案情简介】
郭某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进

入本市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从事
生产技术部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2016 年 4 月初，企业因生产
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提前30
日向工会和全体职工说明了情
况，听取了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
向有关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着手
准备裁减人员。

同年12月初，郭某收到企业
的书面通知，因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发生严重困难，需要裁减人员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企业会

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给予
经济补偿。郭某收到书面通知后，
认为企业这种做法违背了劳动合
同法的有关规定，本人是老职工，
企业是不能与自己解除合同的。
虽经郭某多次与企业交涉但仍未
果，无奈之下郭某向劳动人事仲
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企业
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恢复双方的
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劳
动仲裁委经审查后予以受理。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劳动者在
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用人单
位是否可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
生严重困难，裁减人员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不得依据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五）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

由此可见，即使企业按照第
四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可以裁减
人员。但是，对于在本企业连续工

作已超过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
龄不足5年，即使企业按照规定支
付职工经济补偿金，企业也不得依
据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与其解除劳
动关系，郭某的合法权益理应受
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现在企业以
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需裁
减人员为由，擅自与郭某解除劳
动合同，是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
的。因此，劳动仲裁委员会依法作
出裁决，支持了郭某的仲裁请求。

（本文摘自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网，更多人社政策咨
询可拨打12333。） （明 言）

拖欠工资施金蝉脱壳 法网恢恢终罪有应得
——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查处欠薪逃逸案件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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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
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
动，算正常出勤吗？

深化劳务协作 助力精准扶贫

企业不能擅自与郭某解除劳动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