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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有一种气叫做......

勇气
时间：20191211梁静茹



作为律师代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如果对方当事人陈
述的某项事实（真的）不利于你的当事人，但是，对
方当事人并没有证据证明该项事实，仲裁员问你是否
确认对方陈述的事实，你会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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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律师办理劳动
案件的常见错
误及处理技巧



员工是销售，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是4956.61元。

思考：这样的仲裁请求有无问题？



裁决结果LOREM 1

公司举措LOREM 2

一、申请人与申请人于2016年9月9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申请人于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如下款项：1、2019年6月1日至

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9002元；2、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869.83元；3、2017年9月9日至
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646.24元。

本仲裁裁决关于工资、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裁决项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申请人不服上述裁决事项的，15日内起诉，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30日.向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本仲裁裁决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裁决项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15日内起诉。

后公司针对非终局裁决项向基
层法院起诉，针对终局裁决项
向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终局裁决案件处理指引（试行）》

九、劳动者的仲裁请求仅属于终局裁决事项，且被裁决全部驳回的，适用终局裁决。
劳动者的仲裁请求仅属于非终局裁决事项的，适用非终局裁决。

解说：终局裁决：
(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非终局裁决事项：如：律师费、确认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
十、劳动者的仲裁请求同时涉及终局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其中非终局裁决事项被裁决全部驳回的，根据终局裁决事项
的裁决结果确定是否适用终局裁决。
十一、劳动者的仲裁请求同时涉及终局和非终局裁决事项，两者具有密切关联性，且非终局裁决事项得到全部或部分
支持的，适用非终局裁决。
十二、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案件，应当在同一份裁决书中分别列明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并分别告知权利
救济途径：
（一）裁决内容同时涉及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事项；
（二）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事项不具有密切关联性；
（三）非终局裁决事项得到全部或部分支持。
上述裁决书按一式两份的形式向当事人送达的，即视为已分别制作裁决书，该案件统计为终局裁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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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人民法院仅对基于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而审查其法律适用有无错误以及审查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无管辖权、违反程序、
证据伪造、隐瞒证据以及仲裁员是否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等事由。本案中，员工的仲裁请求为确认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某某公司支付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即员工的仲裁请求同时涉及终局
和非终局裁决事项，两者具有密切关联性。仲裁委将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与认定某某公司应支付工资、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裁决分别认定为非终局裁决与终局裁决，而员工仲裁请求的工资、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均系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仲裁委在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存在争议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项为非终局裁决的情况下，认定关于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裁决项为终局裁决，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适用法律有误。

综上，申请人某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深圳市XX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深X劳人仲XX案[2019]XXXX号仲裁裁决第二项即关于工资、经济
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裁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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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特别程序的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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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
与后续另行主张权利（比如：
申请工伤认定）直接相关的，
诉求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否则，无需提出确认劳动关
系诉求。



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

四、离职时间和原因：2015年1月28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届满，经公司研究决定，合同期满不再与申请人续签劳动合
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1月28日解除。申请人于当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六、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本委认为，被申请人超过举证期限提交期限自
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15年1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申请人不同意质证，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该劳动合同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本委以双方庭审时确认的劳
动合同作为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协商续订劳动合
同；经协商未能就续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可以终止劳动关系。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延长劳动合同期限累计超过六个月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于2014年12月16日期满，双方未终止劳动关系也未订立新的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约定，
双方原劳动合同期限顺延三年，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顺延劳动合同期限的行为视为双方已
按原合同条件续订为期三年（即2014年12月16日至2017年12月16日）的劳动合同。在续订的劳动
合同期限尚未届满时，被申请人做出终止劳动合同决定，于法无据，被申请人终止劳动合同行为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经核算，被申请人
应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9508.10元【10679.15×7×2】。

律师办理劳动案件的错误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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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办理劳动案件的错误列举：

庭前准备工作不细致，庭审调查时无法快速回答仲裁员或法官的问题。

01

02 仲：明确诉求4？
申：代理人不清楚，是当事人自己计算的。

仲：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
申：4956.61元。
被：代理人不清楚，代理人没有算过。



仲：入职时间、职务、劳动合同签订
情况？
仲：工资情况（工资数额、工资结构、
发放时间、发放方式）？
仲：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和原因？
仲：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
资？
仲：明确诉求？

法官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

一审法官：双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书
的第一项到第几项有没有异议？

二审法官：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书
的查明事实部分，有没有异议？

------这要求我们律师在庭审前，把仲
裁裁决书或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
分详细阅读并针对性地做好准备。

仲裁员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



会针对诉求和事实来进行调查。
比如：公司拖欠3个月的工资未发放，员工诉求：公司支付3个月的工资？
仲：工资情况（工资数额、工资结构、发放时间、发放方式）？
仲：申请人诉求期间的出勤情况？
仲：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诉求期间的工资情况？（被申请人工资最后支付至何时？）
仲：诉求期间的代扣代缴费用情况？
仲裁员可能会调查这些问题：工资标准、出勤情况，支付工资的情况，代扣代缴费用的情况，甚至可能会问不
支付工资的原因。

比如：未休年休假工资？
仲裁员可能会调查这些问题：
如果主张入职当年度的年休假的----申请人有无证据证明在入职被申请人前不存在着中断就业的情况？
每年的应休年休假天数是多少天？
如果主张是10或15天的----申请人有无证据证明累计工作年限在10年或20年以上，具体证据是什么？申请人有
无证据证明公司规定其年休假天数是10天或15天？
申请人XX年的年休假情况，已经休了多少天？
申请人休假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的月平均工资是多少钱？

仲裁员或法官可能问的问题是什么？



案例：

员工（月工资10000元）于2014年8月发生工伤， 10级伤残，社保缴费基数是
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局在2015年3月按社平工资的60%核发了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员工于2016年3月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离职后，社保局按按社平工资的
60%核发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员工2016年7月申请劳动仲裁，主张：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差额、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律
师费5000元。

公司答辩：关于员工的工伤待遇，请求仲裁庭依法裁决。关于律师费，因是员工
个人聘请的，公司无需承担律师费。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的裁判指引》
一、劳动者以用人单位降低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标准导致其损失为由，要求
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损失的，应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
就此争议作出的裁决为终局裁决。

裁决结果：
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差额、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律师费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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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公司答辩

员工2016年12月15日入职广州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三年
（ 2016年12月15日至2019年12月14日），试用期3个月（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3
月14日），月工资10000元（试用期月工资8000元）。
因员工试用期工作表现不佳，公司经跟员工沟通，员工同意延长试用期3个月。2017
年3月15日，双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试用期延长3个月，至2017年6月14日止。
2018年8月5日，员工因个人原因离职。
2018年8月25日，员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2017年3月15
日至2017年6月14日）赔偿金30000元、违法约定试用期的工资差额6000元。

双方系协商一致同意延长试用期的，公司不存在着违
法约定试用期的事实，请求驳回员工全部仲裁请求。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第八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支付标准，按已
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问题：双方当事人同意，能否延长试用期？

问题：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了，单位除了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支付
赔偿金之外，是否还需要支付试用期工资与转正工资的差额？

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研讨会会议纪要》
29、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试用期违反法律规定，且已经实际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无需再行支付超过法定试用
期间的工资差额。

裁决结果：公司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30000元。



ADD YOUR TITLE HERE
One should give up anger; one should abandon pride; one 
should overcome all fetters. One should

思考：这两个案例，公司的正确答辩思路是什么？

解答：时效抗辩。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
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一款）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
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
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
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第四款）

注意：
1、劳动仲裁不主动审查时效。
2、劳动仲裁阶段，未提出时效抗辩，诉讼阶段再
提出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注意：
3、拖欠劳动报酬执行的是特殊仲裁时效，但克扣劳动报酬，执行的是一般仲
裁时效。

案例：
2016年6月，员工因为操作失误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5万元。公司按照规章制
度作出处理决定，员工跟高管承担20%的经济损失1万元，其中高管承担
3000元。
高管2016年6月的工资条：扣款项目：其他：-3000元。
高管2018年9月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2016年6月的工资差额3000元。

案例：
员工主张入职6年（2013年至2019年）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公司抗辩，员
工自己是部门负责人，自己安排年休假，员工已休完全部年休假。但公司无
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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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凡仲裁请求的时间点
或时间段是一年前的，均提
出仲裁时效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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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一：劳

动合同（双

方之间的劳

动关系）

证据二：社保清单

（2019年5月以前

的社保，在公司缴

纳，2019年6月起

的社保，在其他公

司缴纳。）

证据三：工

资流水（月

工资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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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申请人提交证据



证据二：

EMS查询单（员工

2019年5月24日已

收到通知书）

01
02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

证据一：

通知书（告知旷工

多日，限期回来上

班的通知）



IMC



IMC

•关于自动离职与旷工除名如何界定的复

函》

(劳办发[1994]48号)

LDF

法条链接

一、“自动离职”是指职工擅自离职的行为。
三、职工未经企业批准而擅自离职的，企业对其按自动离
职处理，是指企业应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规定，
对其作出除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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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院、省劳动仲裁委《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座谈会纪要》

LDF

法条链接

29.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无法证明劳动者的离职原因，可视为用
人单位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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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有无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已
解除，如无，则否认劳动关系
已解除。



02 办理劳动案
件的一些思
考路径



案例：

员工从2000年4月起就在某区城管局工作，工资是固定薪资4000元/月。一开始
是担任仓管员。从2011年8月起，他的工作岗位为城管执法协管员。工作是每工
作一天，休息一天，上班时间为13:00-22:00，单位没有考勤。
2018年2月，员工离职。
2018年4月，员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支付:
2000年4月至2018年2年期间的工作日、休息日、节假日加班费;
员工主张，仓管员期间，其天天工作24小时。

分析诉求：
两年内的加班费（2016年4月至2018年2月）
两年外的加班费（2010年4月至2016年3月）



《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十五条 工资支付表至少应当保存两年。

两年前的加班费：劳动者负完全充分的举证责任---举证单位拖欠两年前的加班
费—举证具体加班时间和单位发放加班费的情况----几乎无法完成举证。
两年内的加班费：单位对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予以举证。（如果有加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九条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
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不利后果。

劳动者的举证责任：1、证明其存在着加班；2、证明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
证据。
单位的举证责任：劳动者的具体工作时间，举证不了的，则采信劳动者合理的工
作时间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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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案例
实际情况：员工试用期的工作表现不佳，HR予以辞退。
仲裁请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事实和理由：被申请人说我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辞退，但是，双方没
有约定录用条件，被申请人构成违法解除。



仲：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和原因？
思考路径：劳动合同有没有解除？谁提出解除的？解除的事由是什么？

解除的时间是何时？

分析1：微信聊天记录（有原始载体），员工很难证明聊天人的身份
是公司的HR，无法证明解除。
离职申请表（原件在公司），复印件无法证明解除。

分析2：如果确认离职申请表，谁提出解除的，解除事由是什么？

结论：员工提出解除的，解除事由空白。



ADD YOUR TITLE HERE
One should give up anger; one should abandon pride; one 
should overcome all fetters. One should

案例
实际情况：公司觉得员工试用期不合格，辞退了

员工。

仲裁请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证据：《辞退通知书》，主要内容：员工试用期
不合格，不符合公司的用人需求，予以辞退。

仲裁员会怎么审查？
1、有无约定试用期？
2、解除时间是否超出了试用期？。
3、有无录用条件？具体录用条件是什么？
4、是否不符合录用条件？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类案件：

仲裁员会怎么审查？
1、有无规章制度？
2、规章制度有无规定？
案例：公司以员工兼职为由，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予以辞退。

3、规章制度有无依民主程序制定？
4、规章制度有无公示或告知员工？
5、规章制度的内容有无违法或不合理？
案例：公司规定，员工吵架就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解除。

6、规章制度内容有无相冲突或与劳动合同的约定不一致？
案例：员工手册规定，旷工三天及以上，公司有权辞退。劳动合同约定，旷工5天及以上，公司有权辞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
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有无证据证明员工严重违纪？
8、有无一事二罚？
案例：员工打架，公司给予经济处分（取消季度奖、半年奖、扣发当月绩效工资），员工不服，公司予以
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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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03 几个劳动法
律实务问题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条 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
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勤工俭学型实习（如：麦当劳暑期工）：非劳动关系
培训型实习（如：大四上学期学校安排的实习）：非劳动关系
就业型实习：劳动关系

《2017年度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立案工作会议纪要》
一、达到法定就业年龄的在校生，可以作为劳动争议的当事人。

未取得毕业证的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是不是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
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
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

继续用工超过一个月再以合同期满为由终止的，违法。
继续用工一个月内以合同期满为由终止的，有争议。

劳动合同期满后继续用工一段时间，才以劳动合同期满为由终
止劳动合同，是合法还是违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2017年）
21.劳动者能否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只是对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作出限制，
并未禁止劳动者主张违约金。因此，在法律法规未对违反劳动合同的违约金性质和适用条件
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同时主张违约金、经济补偿金，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的
约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金的，予以支持。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公司与员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如果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应按员
工年工资的十倍支付违约金（超过一千万），该约定是否有效？



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

女职工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

计划生育奖励假的工资----单位支付---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

非计划生育奖励产假的工资---单位垫付生育津贴

---性质存疑---偏向于支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单位未缴纳生育保险导致女职工无法领取生育津贴，

单位支付产假工资，无需垫付生育津贴。

医疗期满后的病假工资，如何计发问题？
《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二十三条 员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医疗，

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人

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支付员工病伤假期工资，

但不得低于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第二十九条 因员工本人过错造成停工的，用人单位可以不

支付该员工停工期间的工资，但经认定属于工伤的除外



单位有事假的审批权---用工管理自主权----如果休事假事由是符合公序良俗的，
单位不予批准而认定为旷工的---不合理。
员工休事假的事由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不通知、未办理休假手续—认定为旷工
---合理。

员工因被限制人身自由，未能缺勤，能否认定为旷工的问题？
观点一、员工无法出勤事出有因，不属于无故旷工。
观点二、如员工是参与违法活动被有关机构予以拘留的，因员工应认识到其

违法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被拘留，其放任了这种后果，故这种情况下，员工的缺
勤应认定为旷工。但是，如果员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不合法的，则员工
无法出勤事出有因，不属于无故旷工。



T h a n k s

谢谢您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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