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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8日电（记者赖志凯）“这

房间门市价 200 多元呢，现在 50 元给我们外

卖骑手住，特别感谢酒店老板的关照。”昨天

入住北京市西城区吾感酒店的外卖骑手周恩

川激动地说。

昨天，正在送货的周恩川得知他所在的

小区因疫情进行临时管控，只进不出。“我最

怕的就是干不了活。”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

落脚的地方，甚至做了更坏的打算——购买

帐篷和睡袋。后来，同事告诉他找到了一家

正在给骑手提供特价房的酒店。

“50 元一晚，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这可是

北京啊。”赶到酒店，看到干净整洁的客房内，

独立卫生间、舒适的暖气一应俱全，他才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说实话，我心里特别感

激。北京最近骑手运力紧张，有地方歇脚，我

干活就更踏实了。”

据了解，11 月 25 日至今，一共有 53 位外

卖骑手在吾感酒店享受到特价房。

据酒店负责人刘伊盈介绍，推出特价房

其实很偶然。11月 24日，她无意中在朋友圈

看到一封“骑手求助信”，求助者是一名日常

在海淀区北三环附近跑单的外卖骑手，他所

在的小区自 11月 20日凌晨开始封闭管理，不

允许进出，且由于居住人员密集，房东紧急通

知他们撤离，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求助。

当天晚上，刘伊盈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快

递站点，又看到外卖骑手有的睡在站里，有的

睡在车里，“太辛苦了，现在天越来越冷，就想

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另一方面，受疫

情影响，酒店顾客稀少，客房闲着也是闲着，

如果推出特价房，既可以照顾外卖骑手，又可

以给酒店带来人气。

于是，11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刘伊盈在朋

友圈发布了提供特价房的消息，一经发出，便

吸引了大量转发。当晚就有 11 个小哥来店

里入住。

据她介绍，入住的外卖骑手都非常通情

达理，小区解封就回去，把房间留给其他需要

的骑手。目前疫情政策有所变化，他们的入

住时间从平均三四天变成两天。

据了解，这家酒店是去年开办的，规模不

大，只有不到 30 间房。日常情况下，长租客

居多，有长期出差的，有在附近上学的。客房

价格按照房型不同，从 270 元到 690 元不等，

网上预订会有些优惠。

刘伊盈告诉记者，客房每晚平均成本约

130 元，特价房定为 50 元，“既减轻了骑手负

担，又避免有施舍的感觉，保护他们的自

尊”。考虑到防疫安全，酒店只接待西城区范

围内的快递小哥，未来会单独辟出一两间房，

专门为保障城市运行的人们提供帮助。

得知有外卖骑手无法回家，酒店老板做了一件事
提供 50 元一晚的特价房，“既减轻了骑手负担，又避免有施舍的感觉”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务工者段某玲没

有办理入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没有

上班打卡记录，也没有销售成交记录，但还

是讨回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日前，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段某玲与新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2018 年 8 月，段某玲到新疆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担任置业顾问一职，底薪每

月 2000 元 加 提 成 ，双 方 未 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同，公司也没有给段某玲办理社会保险

手续。

工作期间，段某玲按照公司规定，通过

指纹或其他报备方式记录考勤情况，并按要

求参加公司组织的每日工作例会、对外销售

楼房等工作。

工作四个月后，公司因内部工作调整，

口头通知段某玲停止工作。之后，公司未给

段某玲出具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材料。

对此，段某玲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为由，向兵团第六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院认为段某玲已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不予受理。于是，段某玲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段某玲就职期间，双方

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不影响双方劳动

关系的建立。公司单方终止劳动关系后，未

按规定给段某玲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等相关

手续，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于是判决段

某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向段某玲支

付工资 6300 元、经济补偿金 1000 元、未签订

劳动合同两倍工资 8000 元。

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

院查明，2018 年 8 月 21 日，段某玲申请加入

了公司的钉钉工作群，2018 年 12 月，段某玲

收到公司发放的 1700 元工资，可以认定段

某玲自 2018 年 8 月至 12 月在公司从事置业

顾问一职，并按照公司的规定进行了履职。

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没有办理入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上班打卡记录，没有销售成交记录……

超龄务工者凭借工作群讨回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杨召奎

在北京做快递员的张强，由于未与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采用灵活就业的形式自行缴

纳社保。干了半年多时间，他不幸在工作中

猝死。

此后，张强家属找其单位索要工伤赔

偿时，该单位认为其与张强之间不存在劳

动关系，不应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好在

家属手中有张强与单位的微信聊天记录这

一关键证据，经过一裁两审，最终打赢了确

认劳动关系官司，为最终成功维权打下了

坚实基础。

仲裁裁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020年 10月，张强到北京一家运输公司

（以下简称运输公司）担任快递员，使用自己

的快递车辆负责北京西城区百万庄片区的配

送工作。张强的劳动报酬为按件计薪，刚开

始工作时为 10 元一单，11 月起为 11 元一单，

此外负责推销延保（延长保修）业务，一单为

35元。

运输公司系京东公司的大件商品物流承

运商，负责大件商品的运输、上门配送等服

务。不幸的是，2021年 5月，张强在工作过程

中猝死。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了事实劳动

关系认定的三要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

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

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

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根据张强与运输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

张强家属认为，张强与运输公司之间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因此，张强家属向北京市西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

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 2020 年 10 月

20日至 2021年 5月 5日期间张强与运输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2021 年 8 月，西城区仲裁委作出仲裁裁

决，确认 2020年 10月 20日至 2021年 5月 5日

期间运输公司与张强存在劳动关系。此后，

运输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向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微信聊天记录成关键证据

庭审中，张强家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

载明，关于工资支付，运输公司有按天进行

支付的记录，也有间隔数天支付的记录。运

输公司表示，其与张强并未就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进行约定。

公司虽曾向张强支付工资，但属于不定期支

付劳动报酬，不属于劳动关系中定期支付

的条件。而且根据张强与公司的微信聊天

记录，劳动报酬支付时间、金额等可以看出

张强生前所得报酬来源于其向客户推销延

保 收 取 的 提 成 与 公 司 向 其 发 放 的 走 件 费

提成等。

聊天记录显示，李某曾要求张强注册京

东物流操作平台，并使用该软件开展配送工

作，但运输公司表示，张强系按照京东公司

的要求使用软件进行配送，并非运输公司的

要求。

张强患突发性耳聋后，曾多次向李某告

知病情，表示向单位请假，但运输公司表示，

张强并非请假，只是通知不去单位。

李 某 曾 在 含 有 张 强 的 微 信 群 里 发 布

“所有人都要做到送一单妥一单，当场要好

评，避免差评，自营单多推销增收延保”“明

天开始，现场好评当天低于 10%每天处罚

300 元，现场好评低于 15%每天处罚 200 元”

等内容，但运输公司表示，其单位的薪酬奖

惩及考勤制度只适用于正式员工，而不包

括张强。

运输公司还认为，张强每日到公司取

件、交件、结算，是为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

并非其对张强进行用工管理。张强以自己

的技能、交通工具等自行揽件、送件，自担

经营风险，与运输公司之间未形成人身及

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因此，双方不属于劳

动关系。

最终打赢确认劳动关系官司

法院审理认为，张强与运输公司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通过

张强家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

证据，如张强出勤情况及运输公司对张强送

货的要求、用语要求、开会要求等，并设置相

应处罚措施等，可以看出运输公司对张强进

行劳动管理，张强从事运输公司安排的有报

酬的劳动，运输公司辩称单位的薪酬奖惩及

考勤制度不适用于张强，但并未提交证据予

以证明，不予采信；运输公司为京东的大件

商品物流承运商，张强在工作过程中穿京东

公司工服，从事的业务亦为运输公司的业务

组成部分。

因此，该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运输公

司与张强存在劳动关系，驳回运输公司的诉

讼请求。

运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张强为化名）

快递员未与单位签劳动合同，自行缴社保，在工作中猝死后，其家属面临维权难

微信聊天记录“立功”，助力打赢确认劳动关系官司

工人采冰忙

曲靖市麒麟区“法院+工会”高效化解纠纷
本报讯（记者黄榆 通讯员刘晓黎）“闹心了半年的

烦心事，终于解决了，当场就拿到了欠款，现在心里终

于踏实了。”务工人员张泽说。近日，云南省曲靖市麒

麟区人民法院工会维权驿站的调解员通过调解平台，

又成功远程调解了一起讨薪纠纷。

麒 麟 区 人 民 法 院 和 区 总 工 会“ 合 纵 连 衡 ”，搭 建

“法院＋工会”的线上模式，快速、高效、低成本化解劳

动争议、劳务合同等纠纷，让群众维权更加简单。

在这起讨薪纠纷事件中，务工人员张泽由于家中

有事决定辞职返乡，但多次讨要中菜馆拖欠的 1000 元

工资无果，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中菜馆告上法庭，麒

麟区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材料后，考虑到减轻当事人

诉累，第一时间选择与工会维权驿站对接，将案件分

流至立案庭诉调对接中心，法院调解员联系后发现，

张泽已经回到老家不便回来，于是采取了线上远程视

频调解的方法，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完成线上

签字确认，当天现场，中菜馆的代理人向张泽转账支

付了所欠薪酬。

2021 年 9 月，曲靖某知名海鲜店突然歇业，拖欠了

73 名员工薪资累计 50.65 万元，员工们多次向店铺老

板催讨工资无果，找到了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工会

维权驿站。海鲜店停业后，已经有部分员工选择回乡

谋生，分散到了广州、深圳、澳门等地，若要将全部员

工集中起来到法院提起诉讼颇为不便。为了让他们

尽早拿到薪酬，工会迅速将案件分流至立案庭诉调对

接中心，打开“绿色通道”，最终，职工维权驿站法官为

73 名员工讨回欠薪。

包头市东河区不让农民工“忧酬烦薪”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常肖萌）“请出示一下为

工人发放的工资明细表。”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某建筑工地进行

日常走访，巡查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

2022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给劳资领域带来的

新矛盾、新挑战，包头市东河区坚持守正创新的工作思路，

采取“事前预防联合执法、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全力化解矛

盾纠纷、坚决打击欠薪行为”原则，重拳出击整治欠薪行为。

农民工工资纠纷往往具有突发性、群体性。为做好

农民工投诉维权，包头市东河区设立专门投诉接待电话，

24 小时保持畅通，随时接听投诉电话，第一时间将投诉

案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

东河区针对拒不配合发放欠薪的法人或项目负责

人，建立联防共治防线，织密根治欠薪的大网，密切信访、

公安、住建和行业主管等部门联合联动，推行欠薪案件办

理分类施策、稳妥处置、精准化解。对存在严重拖欠农牧

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及相关责任人，按照程序

纳入“黑名单”管理，做到“应纳尽纳”，实施联合惩戒，使

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据了解，东河区落实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移送会商制度、分级督办制度，密切人社、公安、法院、检

察院和各部门受理、移送、查办工作，坚决打击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震慑力。截至目前，

为 1498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2294万元，有力保障了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

海东市乐都区为290名农民工追薪400万元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马永霞）今年以来，青海

省海东市乐都区创新实施明确“一个目标”、深化“三项”

机制、成立“三个工作室”、落实“三个全覆盖”的根治欠薪

“1+3+3+3”工作机制，全力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截至目前，全区共受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26 件，为

290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400万元。

乐都区定期召开根治欠薪推进会，及时化解欠薪矛

盾，及时处置欠薪案件。建立联合清欠接待窗口工作机

制，抽调信访、公安等 6 个部门工作人员成立“劳动维权

领域信访联合接待窗口”，为被欠薪农民工精准提供“一

站式”服务，实现根治欠薪联席会议现场召集、拒不配合

的欠薪人员现场传唤、追回的欠付工资现场发放。

同时，乐都区成立全省首例公安机关驻劳动监察大

队警务室推行“一线工作法”，成立全省首例检察机关派

驻劳动监察大队检察工作室，充分发挥工作室立案监督、

公益诉讼、民刑衔接等作用，依法依规给予资料整理、藏

匿传唤、证据固定、检察建议等方面指导意见，持续增强

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加快劳资纠纷处理进度。成立“人

民法院驻队工作室”，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衔接”多元化

解模式，为当事人提供更快捷高效的司法服务，减免诉讼

费用、缩短诉讼时间，有效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快速解

决问题纠纷。

此外，乐都区强化事前事后的全闭环管理干预，持续

深化联合惩戒、多方参与、精准执法三大关口，严格落实

实名制管理等多项制度要求，确保所有在建工程项目、所

有支付环节实现制度执行全覆盖，推动根治欠薪工作提

质增效。

大山里的新农民实现种养一体化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覃涛）“现在

种药材的肥料全部使用养殖产生的有机肥，

药材秸秆和边角料全部回收加工成生猪饲

料。”日前，在湖北省五峰县和鹤峰县的大山

交界处，鹤峰县乔云村村民杨志勇得意地向

记者介绍他家的种养一体化发展模式。

杨志勇领记者来到他的饲料加工仓库，

只见他合上电闸，随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饲

料机里快速涌出一股股压紧成型的淡黄色颗

粒饲料。杨志勇笑着说：“这样的饲料，一个

小时可以加工一吨！”

2016 年，杨志勇与乔云村签订了 100 亩

土地承包合同，注册了杨兴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发展中药材和生猪养殖。100 亩土地全

部种上了药材，养殖生猪 100 头。到了 2021
年，生猪养殖出栏数逐步扩大到 400头，可因

为电力条件的限制，没法扩大规模了。

原来杨志勇的生产动力电，是从五峰县

湾潭镇三台坡村拉来的，湾潭供电所的工作

人员说，你们离供电变压器距离太远，又只有

一户用电，若改造仅架线投资就得上百万元，

建议改用直线距离相对近一点的鹤峰燕子镇

的电。

今年 6 月 13 日，杨志勇来到鹤峰县燕子

供电所，所长郑昌杰仔细看了相关资料后，当

场拍板说：“你的用电情况符合零费用接入政

策，我们尽快向县公司申报项目，安排技术人

员现场核实你的用电负荷。”

6月 23日，从报装申请到正式通电，仅用

了 10 天时间。杨志勇说：“这一切就像做梦

一样，6年来我一直想办没办成的事，供电所

一下就解决了！”

12月 6日，工人在松花江哈尔滨段封冻的江面上采冰。目前，“冰城”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已进入“采冰季”。工人从封冻的松花江采冰，并将冰块运往哈尔滨市的重要景点等地，
用于冰雪景观的搭建制作。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补充我的卡路里”
“喝着热饮，吃着点心，补充我的卡路里。休息好了，大家

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了！”刚从工地回来的维修工人开心地说。
近日，在中铁十一局三公司江苏溧水的工地上，工会推出

“能量加油站”和“工地茶水间”，把个性化的暖心服务送到现
场，帮助一线施工人员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 郭荣彪 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