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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宋某于2014年 1
月进入某海运公司从事海务主管工
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16年1月中旬，宋某报警称有纠
纷，单位赶其走人，并要求公安机关
将对方不向其给付交接清单的事实
予以备案。2016年2月，宋某提起
仲裁，要求某海运公司向其支付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的 二 倍 工 资
174784.56 元（14565.38 元/月*12
个月），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 同 的 二 倍 工 资 174784.56 元
（14565.38 元/月*12个月）及加班
工资等。仲裁委员会未在法定期限
内作出受理决定，宋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宋某
未与某海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一
事实均无异议，某海运公司主张系
因宋某原因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并
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宋某于
2014年1月2日入职，某海运公司
应当依法向宋某支付2014年2月2
日至2015年 1月 1日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18406.75元
（10764.25元/月*11个月）。因宋
某入职满一年后某海运公司一直未
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视为双

方形成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
系，宋某主张某海运公司向其支付
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法官评析】《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二条首创了二倍工资罚责制度，即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目前，绝大部分用人单位都
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仍
有部分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的意识不
强，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仍一
定程度存在，从而易引发争议。司法
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二倍工资争议
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裁量：

其一，二倍工资的期限应怎么
确定？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二倍工资的
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
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前一日，最长为11个月。劳动
合同期满后，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
位工作，超过一个月未续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照上一期
合同期满后满一个月的次日起每月
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最长为11
个月。本案中，宋某于2014年1月2

日入职，故法院支持的是 2014 年 2
月2日至2015 年1月1日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其二，视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情形下是否应支付二倍工
资？视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即已由用人单位承担视为与劳
动者已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
系的法律后果，不再给予二倍工资
的惩罚。劳动者据此主张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不予支
持。本案中，宋某入职满一年后即
视为与某海运公司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故法院未支持其未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第三，劳动者拒签或找人代签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如何处理？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的共同义务，因劳动者的原因导
致书面劳动合同未签订的，对劳动
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的，
不予支持，但应由用人单位对未能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承担举证
责任。本案中，某海运公司虽主张
系因宋某原因未签订劳动合同，但
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认
定由某海运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王婷婷

小刚：小连，你最近怎么了，有什
么不开心的事吗？

小连：别提了，我最近“摊上事儿”了。
小刚：什么事呢？
小连：我本是甲单位的厨师，只上

4 小时晚班，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
同。最近又在乙单位干类似的工作，
上的是早班，每天工作3小时，按小时
计酬，每半个月结算一次，没有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小刚：那不是挺好的吗！
小连：可是，就在前几天去乙单位

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对方负全
责。我去乙单位申报工伤，乙单位说
我只是临时雇佣人员，不存在劳动关
系。我又向甲单位说明情况并要求申
报工伤，甲单位说此事与他们无关，而
且我是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不用缴纳
工伤保险。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小刚：咱们去咨询一下工会的小易
吧。

【案例解析】
一、小连与乙单位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
《劳动合同法》规定，从事非全日

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
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非全日
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一般平
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

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
工形式。除了工作时间特殊外，还有
不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得约定试
用期、工资半月结算、双方都可以随时
解除劳动合同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等
特征。

小连虽未与乙单位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但是订立了口头协议，约定每日
工作3小时，工资按小时计酬且半月
结算一次，其和乙单位均符合劳动用
工主体资格，应当认定存在非全日制
用工关系，适用《劳动法》调整。

二、非全日制用工是否需要缴纳
社会保险？

《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是否需
要为非全日制员工缴纳社保没有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
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
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原劳社部《关于非全日制
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
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
工伤保险费。”从中可以看出，为非全
日制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法定义务，
对于用人单位是否需要缴纳另外几个
险种法律没有作强制性要求。

三、小连在去乙单位上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能否被认定为工伤，找谁
承担责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
认定为工伤。小连虽然未与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且对方负全责，这种情况应当被认定
为工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职
工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
的单位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
中，小连工伤责任应由乙单位承担。

[特别提醒]
非全日制用工就业方式自由、灵

活，方便企业管理，方便劳动者自主择
业，受到不少企业和劳动者欢迎。在
此提醒用人单位，招用非全日制劳动
者要记住这些法律规定：不得约定试
用期；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法定标准；要
缴纳工伤保险；工资支付周期不得长
于15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标
准。特别是要及时为非全日制劳动者
缴纳工伤保险，提高企业防范风险的
能力。还需注意的是，非全日制用工，
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劳
动者直接向其他家庭或个人提供非全
日制劳动的及在校大学生勤工助学
等，不受劳动法调整。 易怀丽

[编者按]人民法院、工会组织都担负着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
要职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同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落实国家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院和工会组织职能作
用，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高院
民四庭、省总工会法工部联合本报打造“维权课堂”升级版，加大普法
宣传力度，加大典型案例宣传；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履行支付劳动报酬
义务，引导劳动者依法合理维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三方自2020年1月至12月，联办《维权课堂》专版48期，每周出版
一期，每周半版（月初整版）。由报社随同每期《江苏工人报》，立足江
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联办专版内容同时由本报负责在江苏工人
报新闻网站、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

岁末年初民工讨薪纠纷多发，南
京市高淳区法律援助中心持续开展暖
冬行动，将法律援助与公证、人民调解
等司法行政职能紧密捆绑，制定基础
套餐、附加套餐，因案施策，妥善处理
讨薪纠纷，确保辖区民工过个安心年。

制定基础套餐。选取区内法律理论
功底深厚、实务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追
索劳动报酬法律援助名优律师团，要求
律师团每名成员要亲自办理追索劳动报
酬案件不少于2件。2019年12月22
日，某服饰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濒临倒
闭，拖欠韩某某等11名职工工资款迟迟
未付，负责人“跑路”逃避债务。无奈之
下，韩某某等人来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
请法律援助。区法援中心当场指派律师

团律师办理,律师立即开始搜集欠薪证
据、财产保全等工作，为韩某某等人成功
讨薪18万元。

制定附加套餐。根据案件的复杂
情况，分类提供附加套餐。涉及人员
较多，社会影响较大、争议较大的拖欠
民工工资纠纷，采用“法律援助+调解”
的方式，分类进行化解，各个击破；案件
简单，双方无争议的，采用“法律援助+
公证”的方式立即化解。2019年12月
20日，某大型服装企业效益不好即将
解散，但厂里51名职工工资以及相关
赔偿事宜未予以落实，双方产生纠
纷。区法援中心指派律师并联系调解
员参与，及时制定调解方案，并多次组
织劳资双方进行座谈协商，经过律师

和调解员的不懈努力，51名职工的权
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案件得以圆
满解决。2019年12月31日，孙某某
等10名女工拉着老板顾某某来到区法
援中心，老板顾某某拖欠了他们2个多
月的工资共计15万元一直不予以支
付，孙某某等女工想请区中心给他们
做个证，要求顾某某限期支付他们的
工资。顾某某承认欠薪的事实，因负
债太多，已无力支付，但表示名下有一
辆汽车可以变卖。区中心指派律师为
双方拟定支付协议，办理公证并向法
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及时拍卖财产，
最终孙某某等10名职工如愿拿到15
万元工资款。

潘爱民 赵倩玉

■法官说法

没签书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应怎么主张？

■工会维权

非全日制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法援一线

“法援套餐”巧解讨薪难 72名民工拿到33万元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