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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的
风险提示

近年来围绕就业协议产生的纠纷日益增多， 本文就围绕 《上海高校毕业生、 毕
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 （以下简称 “上海市就业协议”） 中的格式文本进行风险解
读， 保护毕业生合法权益。

就业协议
与劳动合同明显不同

“上海市就业协议” 第一条
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就业协议的性

质， 就业协议是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正式确立

劳动人事关系前 ， 经双向选择，
在规定期限内就确立就业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书

面协议。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有着

显著区别 ，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
体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 而就
业协议的主体除了用人单位 、
应届毕业生之外 ， 还有学校作
为具有行政色彩的主体参与其

中 ， 故又被称为 “三方协议 ”。
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 与
用人单位建立或者形成劳动合

同关系的劳动者应当符合国家

和本市规定的就业条件 。 作为
未具备毕业条件 的 “准 毕 业
生”， 其仍然受学校管理， 显然
不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要求 ，
故就业协议书并非劳动合同而

是民事协议。

签订就业协议
应仔细核对单位信息

“上海市就业协议 ” 第二
条 （劳动或聘用合同有关条款
的约定 ） 中允许用人单位与毕
业生就日后拟签订的劳动合同

内容进行初步约定 ， 包括劳动
合 同 期 限 、 试用期 、 工作条
件 、 劳动保护 、 保险福利 、 薪
资待遇等内容 。 上述内容双方
在劳动合同中亦会具体进行约

定 ， 因此不再赘述 ， 这里要提
醒的是签订就业协议的主体适

格问题。
为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报

名竞职， 有的用人单位会在招聘
信息中夸大自身资质或用关联公

司名义发布招聘信息， 毕业生签
订就业协议前应当仔细核对用人

单位信息。 特别是部分毕业生因
办理落户对用人单位资质有特殊

要求的， 在签订就业协议前就应
当查询该公司是否符合落户资

质、 是否存在上年度落户人员全
部离职而导致被取消落户资质等

情况。
近年来， 因落户产生的纠纷

不断增多， 不少用人单位承诺拥
有落户资质， 但毕业生入职后却
发现该公司不符合落户条件， 虽
然上海地区已经有支持赔偿毕业

生损失的司法判例， 但毕业生因
此丧失的应届毕业生落户机会却

仍然难以挽回。

就业协议解除
需承担违约责任

“上海市就业协议” 第三条
通过列举的方法对用人单位与毕

业生合法解除协议的情形进行了

约定， 并附有兜底条款。 不少毕
业生求职的同时也参加了公务员

考试， 后因考上公务员想解除就
业协议， 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

因 “上海市就业协议” 第三
条并未对毕业生考上公务员进行

免责约定， 兜底条款中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也未涵括
“考上公务员”， 所以毕业生以此
为由解除就业协议仍然需要承担

违约责任。 建议有考公务员情形
的毕业生在签订就业协议前， 与
用人单位另行达成协议 （如： 通
过 “上海市就业协议” 第五条的
补充条款）， 约定考上公务员后
无法履行本协议的处理办法。

违约金额建议
不高于毕业生月收入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二
条、 第二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
仅可在服务期合同与竞业限制协

议中约定违约金， 劳动合同中其
他情形约定的违约金无效。 不少
毕业生以此为由， 认为就业协议
中的违约金条款无效。

就业协议并不受 《劳动合同
法》 调整， 其应当受民事法律法

规约束 ， 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
《合同法》 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
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

额的违约金。 上海市就业协议第
四条也提供了违约条款， 用人单
位与毕业生可以约定违约金数

额， 同时建议金额不高于协议第
二款约定的毕业生月收入数。 实
践中， 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
审判机构会根据公平原则， 考虑
违约金与损失相当的原则， 对应
付违约金进行相应调整。

就业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上海市就业协议” 中仅要
求填写甲方 （用人单位）、 乙方
（毕业生） 信息， 并注明： 甲乙
双方通过供需见面、 双向选择，
达成如下协议。 而学校一般不参
与前述双方协议内容的制定和商

议， 仅作为鉴证方在协议书上盖
“鉴证章”， 并按照协议书约定内
容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相关

就业服务。 就业协议作为民事法
律调整对象， 遵循相对性原则，
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并签字盖章，
即对双方生效。

“上海市就业协议” 第六条
也有同样表述 ： 本协议经甲乙
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因此，
尽管就业协议未经学校签证 ，
但仍对协议双方产生约束力 ，
违反协议约定依然要承担相应

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订立
即就业协议终止

“上海市就业协议 ” 第七
条： 乙方到甲方报道后 ， 双方
应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

议约定条款， 及时 （最长不超过
一个月） 订立劳动合同 （聘用合
同） 并办理有关录用手续。 劳动
合同 （聘用合同） 订立后， 本协
议终止。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由于应届毕
业生仍处于在校状态， 其相应的
学历 、 学位和专业资质尚未取
得 ， 待学校颁授学位证书认可
后， 才能以合格毕业生的身份建
立劳动关系。 因此， 毕业生取得
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后， 就应当要
求用人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该劳动合同的生效当然取代就业

协议， 重塑双方权利义务。 用人
单位逾期未签的， 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就业协议纠纷
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

就业协议不同于劳动合同，
因此毕业生不享有劳动法中的特

殊保护， 所以因就业协议产生的
纠纷 （如违约、 人身损害） 不属
于劳动人事争议， 用人单位与毕
业生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

决 。 在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前 ，
毕业生可尝试与单位协商解决，
同时请求学校介入 ， 形成相对
有利的处理方案， 更好地保护自
身权益。

文 / 马怡坤�摄 / 贡俊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