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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老师因学生投诉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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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风一号源自中国台湾 ， 其主要成分鱼
胶低聚粉 、雄蜂蛹 、蛹虫草 、地龙蛋白 、L-精
氨酸成分，五大优质原材料合理配比，采用现
代萃取技术，精制而成高浓缩男士营养品 ，经
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是放心、可靠的男性营养
品 ，按周期食用感觉更好 ，本品携带 、食用方
便，吸收好，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男性朋友的
青睐！

雄风一号诚祝你精力旺、身体壮、生活品质
好、幸福又自信。

七天一次 ，早晨饭前食用（可搭配温开水或
牛奶），一盒可食用一个月，三盒为一个周期，来电
可享受“买二赠一（同品同规格）”优惠套餐体验。

郑重承诺： 本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诚信经营，绝不添加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
有违背，售价 100倍赔偿，欢迎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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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一次、放心、可靠，食用方便、吸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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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亮原是一位颇受

学生欢迎的网络吉他老师， 之后
转型加入了线下培训机构。 一年
后却被突然告知有学生投诉 ，并
被终止合作。

突然被 “解雇 ”， 张亮气愤
又不服， 本想申请劳动仲裁讨说
法， 没想到却被培训机构反告上
了法庭。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进行了

审理 ， 认定两者为劳务关系 ，
而非劳动关系 ， 并促成双方达
成了调解。

培训老师起诉了公司

2016 年， 张亮结识了王青并
加入其培训团队， 转型成为一位
线下乐器培训老师。 当时，王青提
出由自己招生，张亮来教课，并根据
实际任教的课时与结算报酬，此后
两人一直以此模式合作。 随着生源
的积累，2017年 7月王青成立了一
家文化公司，并招聘更多声乐老师
建起培训学校。 虽然经营规模不断
扩大，但是王青与张亮等一干授课
老师仍然采用之前的模式合作。

2017 年 8 月底， 王青突然口
头通知张亮，称有学生来投诉，要
求张亮妥善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同时也终止了两人的合作。
突然被 “解雇 ”，张亮十分不

服， 认为王青仅凭一名学生的投
诉， 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直
接剥夺自己上课的机会， 有失公
平。 一气之下他向虹口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虹
劳仲）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王青
所在的文化公司自 2016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8 月存在劳动关系并
要求支付期间工资差额、 加班工
资等合计 8 万余元， 虹劳仲对二
者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至 2017 年 8
月的劳动关系予以确认， 但对张
亮提出的其他请求均不予支持。

对此，王青公司不服，诉至虹
口法院，要求确认其与张亮不存在

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区别大

王青所在的文化公司称与张

亮始终是合作形式，按课时算薪酬，
没有底薪， 且从未对其出勤情况进
行过统计和管理， 只要没有安排课
程，张亮可以去其他培训机构授课，
不需要经过许可。 而张亮的收入也
是由王青通过个人微信支付， 未体
现在公司的财务账册中， 因此双方
不属于劳动关系，而应是劳务关系。

张亮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可，称自
己从未在外做过兼职，且按照日期统
计自己每月工资都不低于 4000元，
可见自己的工资组成是基本工资

4000元加上提成。 综上，自己与公司
自成立之日起即存在劳动关系。

了解了事情原委后， 法官向
张亮解释了劳动关系需要综合多

种因素， 劳动关系本质特征表现
为劳动者身份的从属性， 包括经济
上、人身上及组织上的从属性。 张亮
主张的工资金额大小不一，支付时间
隔三岔五，无规律可言，且根据陈述
上课场地通常在公司里，但也不乏上
门为学生进行一对一家教，没有进行
人事上的统一管理，因此张亮与公司
在经济、人身及组织上均难以体现从
属性， 缺乏劳动关系认定的必要因
素。二者最初的口头约定可以视作一
份合作协议，双方之间建立的是个
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玉荣 ） 互联网招聘平台
BOSS 直聘近日发布 《2019
三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 》。
报告显示，2019 年三季度人
才需求量最大的 50 个城市
白领平均招聘月薪为 8325
元 。 北京白领平均月薪为
12312 元，领跑全国。位列榜
单二 、三位的上海 、杭州两
城平均月薪也均过万元，分
别为 10878 元和 10059 元 。
报告同时指出，企业更青睐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手，提
醒工作不满一年职场新人，
别轻易寻求跳槽，竞争压力
会较大，竞争优势弱。

位列第六位的广州平均

月薪为 7974 元， 与第一梯
队拉开明显差距。 但值得一
提的是在三季度，广州人才
吸引力指数蝉联第三位。 此
外，深圳、上海并列第四，杭
州持续稳居前三。 新一线城
市中的成都、南京、武汉、天
津 、长沙 、郑州 、西安 、重庆
已经稳定在前 15 位，苏州、
东莞、青岛、沈阳、宁波和昆
明则存在较明显的波动，其

中沈阳和昆明作为排位较

靠后的新一线城市，在人才
吸引力方面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数据还显示，2019 年三

季度，人才市场需求同比增
幅 19.9%， 环比增幅 28.8%。
一线城市人才需求占整体

比例回落至 30%以下， 新一
线城市稳定在 34%左右。

而企业对于熟手的青睐

是三季度人才需求的一个

显著特征。 数据显示，企业
对工作经验在一年以内（非
应届生）职场新人的需求比
例环比大幅下降了 48% ，
而对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人

才的需求环比增长 16% 。
三季度横跨毕业季和校招

季 ， 应届生需求比例开始
稳步增长 。 在补充新鲜血
液的同时 ， 企业执行下半
年的人才招募计划 ， 具备
3 至 5 年工作经验的求职者
成为主要目标群体。 工作不
满一年便寻求跳槽的职场

新人在这个时间窗中工作

机会少 ，竞争压力大 ，竞争
优势弱。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 摄影 王陆杰）秋季是招聘旺
季， 全国多地举办秋季招聘会，
向劳动者提供诸如家政保洁、 餐
饮服务、 司机、 客服等工作岗位，
吸引了大批求职者参与， 有效地
促进了人岗精准对位， 帮助求职者
实现稳就业。 昨天， 58同城招聘研
究院发布 《2019年三季度人才流动
报告》， 三季度， 国内普工/技工招
聘及求职增幅最高， 销售招聘需求
最大， 司机平均薪资达到 10639
元， 餐饮企业平均薪资增长最快。

销售岗位招聘最活跃

记者注意到，根据《报告》显
示，今年三季度，销售类岗位继续
保持了旺盛的招聘热度， 成为企
业招聘最活跃职位， 其次是餐饮
和人事/行政/后勤。 销售类岗位
在一个企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

置，赢得了优秀的销售人才，就把
握了企业发展的先机， 这也是销
售职位招聘热度高的原因。

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

快，点外卖成为日常消费场景，这也
带动了餐饮行业的发展和餐饮人

才招聘需求的加大。对于大中型企
业而言， 人事/行政/后勤是必不可
少的岗位，因此招聘活跃度较大。

普工/技工求职热度最高

数据还反映出 ， 今年三季
度， 普工/技工的招聘活跃度增
幅最高， 同时， 这一岗位的求职
者关注度最高， 求职增幅同比增
长达 51.78%。随着智能制造业的
发展， 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
加快步伐，新一代普工/技工的收
入水平有所提高， 这也激发了求
职者从事这一岗位的积极性。

排名求职增幅榜第二、 三名
的分别是司机/交通服务、 家政/
保洁/安保岗位。网约车的发展让
司机职业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收

入空间， 这也调动了不少求职者
从事司机/交通服务的活跃度。而
家政/保洁/安保等服务业岗位随
着专业度需求的提升， 收入待遇

较高，因此备受求职者欢迎。

司机薪资增幅高达10%

今年三季度，各类职位的企业支
付薪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司机/交通
服务的企业支付月薪最高， 达到
10639元，同比增长 10.12%。销售、
物流/仓储企业支付薪资紧随其
后， 分别为 9011元和 8005元。随
着城市“铁水公空”路网的完善，以
及“互联网+”在交通领域的运用，
司机职位的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而
与之相关的物流/仓储行业也快速
发展，让从业者能获得较高收入。

此外，三季度，餐饮行业企业支
付薪资同比增幅最高， 达到17.25%。
同时， 随着人力成本的逐渐提
高， 餐饮类职位企业支付薪资增
长较快。

企业更青睐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手

三季度普工/技工求职热度最高

没签劳动合同 争议难获赔偿

司机平均薪资高达 10639元
职场新人
别轻易跳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