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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建设者在岗迎国庆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十一”长假来临，不少劳动者打算攒班

连休，比如年假、探亲假与黄金周连休，或者

根据用人单位规定，将平时的休息日与工作

日调换，与法定节假日连起来，这样便可以连

续休息较长时间。

然而，攒班连休 20 天的王某堂没想到，

才休息到第 15天，就收到了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通知，理由是他连续旷工 15 天，严重违

反公司劳动制度。

拿到通知的王某堂傻了眼，自己明明请

了假，怎么成了旷工？为求公正，他踏上了维

权之路。

经批准回家探亲被辞退

王某堂家在新疆沙湾，2005 年 11 月 6 日

入职新疆一工贸公司，后因工作需要，2013
年 10 月 25 日，他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

于 2013 年 10 月 26 日被公司安排到关联公

司，即新疆某纤维有限公司，并于当日签订劳

动合同书，一直到 2021年 6月 15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王某堂以公司的攒班

连休规定为准，经部门考勤员、部门负责人批

准后回家探亲，连休期直到 2021 年 6 月 20
日。“然而，6月 15日那天，我收到了公司单方

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并不再让我返回公

司工作。”明明请了假，怎么成了旷工？王某

堂十分不解。

于是，他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讨说法”，便

向沙湾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

仲裁，仲裁委裁决：认定王某堂与纤维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该公司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事实成立，须支付王某堂 2021 年 5 月拖欠

工资 1010 余元、经济赔偿金 147711 余元、带

薪年休假工资 4115余元。

公司规定取消攒班连休

对于仲裁结果，纤维公司不服，认为辞退

王某堂是按照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管理。

“受疫情管理需求，公司在 2019年 2月将

人员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汇编，规定所有员

工一律取消攒班连休，连续旷工时间超过 15
天的，解除劳动合同。”纤维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记者在该公司的《违纪人员的处理办法》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中看到，

《违纪人员的处理办法》指出：连续旷工时间

超过 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

30 天的，与之解除劳动合同；《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公司内部员工，因

疫情管控需要，对公司原《考评考勤管理制

度》攒班条款调整为“所有员工一律取消攒班

连休”，并且将《违纪人员的处理办法》相关条

款部分内容调整为：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超

过 5天人员，一律予以除名，并自行承担相关

责任。

针对王某堂一事，2021 年 6 月 10 日，纤

维公司向公司工会委员会发送函件，并召开

临时职代会讨论，与会职工代表一致认为，王

某堂已连续旷工 15天，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

章制度，依据公司管理办法，将王某堂予以除

名，并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认为自己处理并无不妥，然而王某

堂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我请的假是经部

门负责人审批通过的，其次，我在请假探亲期

间，6 月 5 日至 6 日、6 月 12 日至 14 日分别是

公休日和端午节法定节假日，这 5 天不应算

在连续旷工期间内，除去这 5天，实际休假时

间只有 10天。”

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纤维公司起诉至沙湾市人民法院，法院

支持了仲裁委的裁决，纤维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继续上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二审法院新疆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是

否应该算在连续旷工的时间内”。而对于公

司取消了攒班连休的规定，部门考勤员、负责

人却批准了攒班连休，这种情况应以公司规

定为准。

所谓旷工，是指职工无正当理由，事先又

未经过批准，在工作时间内未到工作场所上

班。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是职工放假休息的时间，不是工作

时间，因而公休日、法定节假日不到工作场所

上班不应算为旷工。

而纤维公司声称，连续的意思是指不论

旷工期间是否有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只要

连续时间达到 15天，就算旷工。法院在审判

时，认为根据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连续旷工

15日应该指工作日连续旷工 15日。由此，该

公司的主张并不成立。可见，法定节假日及

公休日不能算作连续旷工的时间。因此，王

某堂实际旷工时间为 10天，未达到该公司规

定的解除合同条件。

最终，法院判定，纤维公司与王某堂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由于该公司违法解除与王某

堂 的 劳 动 合 同 ，需 向 王 某 堂 支 付 赔 偿 金

155732余元。

对此，相关律师提醒劳动者，在攒班连

休时，应遵守单位管理制度，而用人单位在

制定管理制度时，应注意不能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

因节假日攒班连休辞退员工，企业被判赔偿
律师提醒，用人单位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应注意不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阅 读 提 示

一名攒班连休 20天的劳动者，被公司以连续旷工 15日为由（其中包含公休日和法定

节假日）辞退，双方因此对簿公堂。

经过一裁两审，法院最终认定，法定节假日是国家规定给劳动者休息的时间，不应算

在旷工时间内，连续旷工应以工作日为准，因此判决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赔

偿金 15万余元。

9月28日，工人在沪宁高速黄栗墅服务区检查充电设施运行情况。
国庆假期临近，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对辖区内的20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巡

检，电力工人对充电枪、整流模块、开关柜等设施开展故障排查、系统维护，确保充电设施正
常运行。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林子涵 傅春晓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季……”近日，在欢快的童声合唱中，“小候

鸟”驿站结束了“最后一课”。经过半个月的

学习体验、研学参观、互动交流，“小候鸟”们

在山东青岛度过了一段难忘、有意义的时光。

据悉，山东省将全面推广建设“小候鸟”

驿站，帮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同时通过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利用周末或节

假日进行爱心看护，使各地区“小候鸟”驿站

达到 365天“永不歇业”状态。

塔吊工夫妇陈亚峰、韩想红在中铁建工

青岛西海岸肿瘤医院项目务工，平时工作非

常忙碌，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看看。他们

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平日用视频聊天时，孩子

们经常提到想去他们打工的城市看看大海。

“小候鸟”驿站活动刚好能够帮孩子们实现愿

望。于是，记者跟随中铁建工“筑梦”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一起去大山里接“小候鸟”。

孩子们住在甘肃天水一个小山村里。

黄昏时分，天色渐暗，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

山村泥泞的小道上，一直走到深处，才找到

他们的家。

由于父母常年在青岛打工，家里只有爷

爷奶奶和 9岁的姐姐小舂梅、8岁的妹妹陈舂

瑞、4岁的弟弟陈佳年。在这个家庭里，小舂

梅 早 早 地 就 展 示 出 了 与 年 龄 不 相 符 的 成

熟。她已经是家里的主劳动力，刚刚收获的

玉米晒满了家前院后，小舂梅和爷爷一起拿

着比自己高出一截的耙犁把散落的玉米归

拢、翻晒。

从这里到最近的县城，开车也需要 25分

钟，因此从出生以来，小舂梅和弟弟妹妹一直

住在村里，从没出过远门，坐着爷爷的三轮车

上县城赶趟集已经是“远门”了，对于青岛这

个离家千里的地方，小舂梅完全没有概念，但

她知道这是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

“半年没见爸爸妈妈了，很想他们。”听说

要去青岛参加“小候鸟”驿站，她激动得好几

天都没睡好觉，“我想去看看大海，以前只在

电视上看过。”对于到青岛之后的活动，她充

满期待。

在青岛的半个月里，小舂梅和其他“小候

鸟”一起到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学习历史，到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看了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

到的动物……“出来玩我很高兴，终于看到大

海和海洋动物了。”小舂梅兴奋地说。

这几天，陈亚峰和韩想红特意调了班，夫

妻俩尽量陪着孩子，带他们去海边“打卡”，

“孩子来了，工作也有劲，心情也好了！”夫妻

俩说。

10 岁的洪铭杰家在安徽合肥，爸爸洪波

是中铁建工青岛自贸全球消费综合体的技术

员，妈妈吴敏在工地食堂做饭，夫妻俩忙于工

作顾不上小杰，只好把他送到寄宿学校。

来到青岛后，洪铭杰在“职业体验”活动

中，参观了公安市南分局特巡警大队、青岛电

视台、地铁车站等地，体验了警察、记者、地铁

司机等职业，这对于怀揣“警察梦”的洪铭杰

来说无疑是最兴奋的。

在观看完帅气的警术表演后，洪铭杰不

停提出问题：“叔叔，这些都是真的吗？”“叔

叔，你们是不是会功夫啊？”童稚的话语时不

时引来现场的阵阵笑声。除了体验他人的工

作、梦想的职业，孩子们还亲身体验了父母的

工作，用行动感受父母的辛劳，而他们也在实

践中学会了成长、感恩。

在颇具仪式感的“结业典礼”上，“小候

鸟”们用彩笔细心描绘，在纸上画出“我和我

最爱的人”，他们还亲手制作了一张张饱含爱

与温情的贺卡，把对父母的浓浓爱意通过笔

端表达出来。

“我以后再也不气爸爸妈妈了，我一定会

好好学习、早睡早起，把自身的坏毛病给改

掉。”11 岁的辛晓凯在贺卡上写下这样的话

语，旁边还用红笔画上三颗红红的爱心。看

着贺卡，辛晓凯的母亲石飞飞很欣慰，父亲辛

秀洋也由衷感叹孩子懂事了。一场活动、一

张贺卡，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迅速升温。

青岛市牵手关爱七彩童年——建设工地

“小候鸟”驿站志愿服务项目自 2016年以来，

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1300余次，服务留守儿童

1160 余名，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及家庭成员约

3800 人，服务总时长达 7800 小时。今年，依

托中铁建工第二公司各地在施项目，“小候

鸟”驿站走出青岛，走向全国，新设济南、聊

城、枣庄、武汉、广州五个分会场，253 名“小

候鸟”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

等地，在分会场度过了幸福、团圆的时光。

海边“飞”来了大山里的“小候鸟”
山东将全面建设“小候鸟”驿站，让打工家庭共享亲子时光“永不歇业”

巡检充电设施
助力假日出行

在浙江台州一建设工地上，作业工人正在进行地铁车站
出入口钢结构铝板安装。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中国铁建大桥局电气化公司台州
市域铁路S1线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在施工一线，加班加点紧
张有序地推进工程建设，向新中国成立73周年献礼。“坚守是
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责任。”工人们说。 丁永树 摄

北京在社区设立

“就业流动服务站”

本报讯（通讯员范范 记者杨召奎）

为更好地服务百姓和求职者，今年 7 月

至 9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北京链家、前程无忧共同

启动“百站万岗进社区”活动，在社区

设立“就业流动服务站”，将万余岗位

搬到百姓的“家门口”。

记者获悉，目前，活动已举办 21场，

累计服务群众 3.3 万人，覆盖朝阳区 37
个街乡、100 多个社区，提供就业岗位超

过 10万个。

作为活动协办方，北京链家积极发

挥门店贴近社区、熟悉社区的优势，在

接到活动需求后第一时间联系门店所

在社区，协调社区寻找活动场地，并协

助开展展台搭建、秩序维护、宣传引导

等工作。

为帮助更多求职者了解招聘信息，

北京链家在朝阳区 100家门店张贴就业

服务宣传海报，并在门店显要位置摆放

宣传折页。

除参与“百站万岗进社区”外，今年

8 月，北京链家还参与北京市朝阳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的“直播带

岗”系列招聘活动，针对岗位要求、任职

资格、福利待遇等进行讲解，并与求职

者线上交流互动。

协调上级企业先行垫付

一天内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朱明）“没想到这么快就

帮我们拿回了欠薪，你们的工作效率可真高，这回终于能

安心回家过节了。”日前，11名辽宁籍农民工在吉林省通

化市辉南县信访局的帮助下领到欠薪后，高高兴兴踏上

了返乡的路途。

8月 25日，这些农民工来到辉南县信访局，称辉南经

济开发区一生物科技公司安装生产车间烟囱除尘工程自

今年 4 月份开始施工后，一直没开过工资，已拖欠 4 个月

了，眼看要过中秋节，大家都想领取工资后赶紧回家过节。

了解详细情况后，信访局立即启动“即接即办”工作

程序，安排专人联系企业，并要求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和辉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全程跟踪，做好协调沟通，

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条例》内容，与工程建设方和施工

方核实清楚工资拖欠情况，尽快筹措资金支付欠薪，妥善

解决该信访问题。

经核实，11名农民工为工程施工方辽宁营口某工程

公司招募的工人，从 4 月开始为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生产

车间烟囱除尘项目工程施工，一直到工程结束，施工方负

责人刘某都以建设方未给拨付工程款为由拖欠农民工工

资。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刘某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通

过多方查找均无法取得联系。

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不能拖！为此，信访局和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迅速核对，根据工人名册、出工单、工票等现

场调查情况，确认拖欠工资总额为 177466 元。随后，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立即协调施工方负责人刘某的上级公

司，要求其先行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8 月 26 日上午，这家上级公司将 177466 元垫款足额

汇款至辉南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指定账户，监察

大队工作人员按照拖欠工资明细表将拖欠的工资一一发

放到 11名农民工手中。才一天就拿到了欠薪，农民工们

激动地为信访局和监察大队的工作效率点赞。

为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自今年 7月起，辉南县信访局启动了案

件快速办理机制，尤其是对农民工工资等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信访问题，安排专人负责，与劳动监察无缝对接，

以最短的时间取得最有效的化解。

自快速办理机制启动以来，辉南县信访局始终坚持

简单问题两日内解决，复杂问题 5日内拿出解决方案，节

假日信访局和涉事部门不休息，直至案件化解或者拿出

解决方案。其间，共化解 22 件初信初访问题，涉及群众

200余人。

5天调解6起维权案件
上饶追回农民工工资等欠款 9.2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徐静）无故调岗降薪，工

资逾期未付……今年以来，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总工会

法律援助室接到了多起职工群众维权案件，并成功进行了

调解。9月 13日至 17日期间，该区总工会成功调解 6起拖

欠农民工工资等劳动争议案件，共追回欠款 9.2万元。

“请问是工会吗？公司拖欠了我 1.06 万元工资。我

现在还在外地打工，没办法回去，还请你们帮帮我啊！”近

日，陈桦（化名）通过电话焦急地向信州区总工会求助。

接到案件后，工会调解员迅速联合信州产业园展开

调查。据了解，陈桦所在公司已经将部分工资分成两批

打到他的账户上，剩余工资则作为他在工作期间损坏公

司货物的赔偿金被公司扣除。但这些情况，陈桦本人并

不知晓。

由于他一直在外地打工，调解员只能通过电话与其

沟通。在工会组织和信州产业园积极协调下，公司最终

同意按照相关工作制度，补发陈桦 1.06万元工资。

“我与同乡在沙溪镇的一个项目工地里，从事石匠工

作。现项目竣工验收已一年多，但 2.7万余元工资余款至

今未拿到。”农民工周梁（化名）向该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诉

说了他的遭遇。

在了解周梁的诉求后，工会调解员立即按照调解程

序进行立案。9 月 13 日，双方当事人如约来到该区总工

会法律援助室，工会调解员连同“三师”律师团队全程参

与调解，缓和双方矛盾。

这几日，同样面临讨薪问题的还有张宇（化名）等 3
人，在项目工程结束后，他们仍在工地上焦急地等待，迟

迟不愿离开，只因他们用劳动换来的血汗钱还未拿到。

烈日下，农民工与承包商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为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工会调

解员与专业律师轮番上阵，从权益维护、法律政策等各个

方面帮助农民工逐个解决问题，提出合理的调解方案。

经过长达 5小时的调解，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

在 5天紧锣密鼓的调解过程中，该区总工会借助“三

师一室”法律援助律师的专业能力，积极联动，共同发力，

将信息融合共享，有效提升了劳动争议化解的工作效率，

发挥了工会组织在维护职工权益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