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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女工试用期无业绩被解聘
公司行为被判违法 判令双方继续履行合同
怀孕两个月的王女士入职某公司三个月后，因签单客户数为零，公司以试用期内业绩不合格为由将
她解聘。 后经劳动仲裁委裁决双方需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前天上午，朝阳法院开庭审
理并当庭宣判，一审认定劳动合同解除行为违法，判令双方继续履行。

提起劳动仲裁

2017年 2月 24日，王女士入
职某海外投资顾问公司，双方签订
期限自 2017年 2月 10日至 2020
年 2月 9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
期六个月，每月工资 1万元。
2017年 4月 10日，公司向
王女士邮箱送达了一份绩效合
同，其中规定员工入职三个月内

打款客户为 0则视为不符合试用
期录用条件，公司有权解除劳动
合同。5月 15日，公司再次发出通
知，以王女士入职满三个月签单
数为 0为由，将其职位由顾问调
整为初级顾问，薪资也作相应调
整。5月 23日，公司送达解聘通
知，以王女士业绩不合格，不符合

岗位要求为由对其解聘并通知其
于当天 18点前办理交接手续。
次日，王女士以怀孕、工资未
足额发放为由提起劳动仲裁，要
求继续履行合同，补发工资 5371
元。后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双方继
续履行合同的仲裁请求，公司则
提起诉讼，判令无需继续履行。

在公司提交的多封邮件中，只体
现了单方告知王女士降薪调岗，
未体现出双方关于工作内容及岗
位的协商过程；且在降薪调岗不
足一个月内，该公司又以“对上级
布置的任务没有及时完成且谎报
工作完成情况，业绩不合格等情
况”“ 不符合该工作岗位要求”为
由，作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
该解除行为违法。最终，一审判令

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主审法官姚岚表示，对于员
工的考核结果，用人单位应当告
知并送达员工本人，并为员工提
供申诉的机会。女职工在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孕期女职工如不能胜
任工作岗位，用人单位可适当调
整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志愿服务
日前， 北新桥街
道“志愿服务温暖北
新桥” 主题活动在雍
和宫大街正式拉开帷
幕。 在北新桥街道辖
区居民院里， 党员志
愿者们用扫帚、铁锹、
夹子等工具对居民院
里的落叶、 生活垃圾
等进 行 集 中 清 理 ，院
落环境焕然一新。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据二中院民五庭副庭
长窦江涛介绍，2015年至
2017年，二中院共审理此类
案件 59件，女职工胜诉率
占 85%以上。案件类型包
括用人单位无理由解除，
此类案件仅一起。有两件
因用人单位提前解散导致
劳动合同终止，女职工败
诉。“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合
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得
与“三期”女职工解除劳动
合同的法定情形中，并不
包含用人单位提前解散的
情形。”此外，劳动合同在
“三期”期间期满，用人单
位未依法续延至三期期
满，占全部案件三成左右，
用人单位全部败诉。
还有用人单位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例
如，因劳动者未请假，以连
续旷工或累计旷工达到一
定天数，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这一
理由解除占比较大。劳动者
多次提供虚假病假条，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劳动者不能
胜任原工作，进行调岗降薪
后，不服从管理进而违反规
章制度。这些案件中，女职
工胜诉的几率较高，仅有 5
起系用人单位胜诉。
涉案女职工年龄主要
集中在 30至 40岁间，且因
生育“二孩”导致涉高龄产
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比重
增大，主要从事办公室文职
工作或金融、销售导购等第
三产业，用人单位主要集中
在中小规模民营企业。

建议：及时履行请假手续并留存证据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
推行，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
择生育“二孩”，这势必会给这
些职业女性带来就业困扰。二
中院建议有关部门针对“三
期”女职工制定切实可行的优
惠政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促使用人单位更自觉地保障
“三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些用人单位未依法
足额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致使女职工不能及时足额
报销产检、分娩医疗费用，

公司隐匿财产不付账被强执
巨额理财金被发现并扣划

北京一家装饰工程公司为某
文化公司进行房屋建设装修之
后，对方转让房屋、隐匿财产，拖
欠工程款 400余万元。北京晨报
记者昨天获悉，此案进入执行阶
段后，通州法院调查发现该文化
公司竟然隐匿 600万元法人理财
产品。后在银行的协助执行下，法
院强制赎回 400余万元理财产品
并进行相应扣划，从而顺利执结
此案。
据介绍，工程结束后，这家文
化公司仅支付了工程款 270余万
元，拖欠余款 400余万元。装饰工
程公司起诉至通州法院后，曾向
法院申请保全被告名下的银行存
款及相应价值的财产 400余万
元。但法院调查未发现被告有相
应价值的财产。原告胜诉后，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后，执行庭经调查及相

针对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较易发
生劳动争议，为保障女职工“三期”合法权益，前天
上午，北京二中院对近年来审理的用人单位与“三
期” 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而引发劳动争议案件进
行通报并提出相关建议。

涉高龄产妇劳动争议案增加

继续履行合同

庭审中，王女士认为其尚未
到 6个月的试用期，故不认可公
司的考核结果。公司则否认对王
女士怀孕知情。
法院认为，涉案公司提交的
证据均不能有力证明王女士不符
合录用条件，王女士于 2017年 1
月已怀孕，该公司应在充分考虑
王女士怀孕特殊时期的前提下，
适当调整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

涉“三期”劳动争议案
女职工八成以上胜诉

关走访均未发现被执行人的相应
财产以及法人代表的踪迹。就在
案件陷入僵局时，细心的执行法
官发现这家文化公司在工商银行
某支行开设了一个账户，虽然账
户余额仅为 6.98元，且长期处于
休眠状态，但从账号的开设来看
并非一般的银行存款账户。执行
法官猜测该账号很有可能与某个
金融产品有关。
经向银行核实，法官得知存
疑账户系该行的理财金账户，用
途为回款，账户休眠期已长达三
年之久，而原被告签订建筑工程
施工合同的时间正是三年前。执
行法官立即向银行出具查询函，
要求查询被执行人在银行处持
有的相关理财产品。经过查询，
该文化公司在银行处持有法人
理财产品 600万元。持有三年多
时间里，从未进行过赎回。查清

财产之后，执行法官向银行出具
了执行裁定书等，对该文化公司
持有的法人理财产品 400余万
元进行强制赎回，并进行了相应
的扣划。
通州法院表示，根据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被执行人隐匿
财产，拒不执行的，将会受到罚
款、拘留等措施的惩处。本案中，
被执行人利用银行理财产品的
特殊性，通过长期休眠账户的形
式，隐匿相关财产的行为明显触
犯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鉴于
未给申请人及社会公众造成损
失，因此未进行惩处。但如果因
该公司隐匿财产的行为，直接或
间接给申请人或农民工造成损
失，法院将会视情节轻重，对被
执行人企业及法人代表进行罚
款、拘留。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领取生育津贴。建议劳动行
政部门应加大制裁力度，更
应注重“不足额缴纳”这一
相对不易被察觉的违法行
为，使行政监管更完善。
法院提醒，即使我国法
律法规对处于“三期”的女
职工施行特殊劳动保护和
待遇，女职工也应当遵守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请假
手续并留存证据，避免让自
己处于不利的境地。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女性戒毒人员才艺汇演庆节日
绍，作为专门负责女性强戒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颜
人员教育矫治的单位，新河
斐）为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到
来，昨天上午，北京市新河 强戒所多年来始终注重探
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了一 索符合女性特点的戒毒矫
场名为“认识自我，重塑女 治模式，结合女性的身体和
人美好生活”主题才艺汇 心理特点展开戒毒矫治工
演。女性强戒人员在民警的 作研究，把女性吸毒人员的
指导下，自编自演了诗歌朗 再社会化作为重点内容，围
诵、话剧表演、服装设计展 绕女人心思细腻、情感丰
示、茶艺表演和脱口秀等节 富、热爱美好等天性，通过
目，引来台下观看强戒人员 文化建设、心理矫治、康复
的阵阵掌声，也让她们对毒 锻炼等综合性矫治措施，不
品的危害性有了更深层次 断提升戒毒矫治质量，帮助
的认识，提升戒毒的信心和 女性吸毒人员改变行为习
惯、思维方式，树立戒毒信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北京市新河强制隔 心和决心追求美好幸福生
离戒毒所副所长张瑞明介 活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