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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律师说法

温馨提示

本版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区司法局、区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4月 21日

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急诊科一

名患者因手部不慎骨折导致戒指卡

手，联系消防员到场帮忙摘除。广富

林消防救援站接到警情后，立即派出

消防员赶到现场进行处置。5分钟后，

该患者卡手戒指成功被取下，医务人

员立即对患者作进一步医治。

广富林消防救援站班长白成明告

诉记者，该患者因不慎摔倒引起右大臂

骨折，但由于其右手中指戴着戒指，导

致医务人员无法立即实施医治。“医院

不像我们消防这边有专业的设备取下

戒指。”白成明说。了解患者受伤情况

后，消防员在卡手戒指内部垫入一片塑

料薄片做好防护，随后利用尖嘴钳小心

翼翼地剪断戒指，并让医生处理后续救

治事宜。患者问：“取这个要付多少

钱？”听了这个问题，白成明哭笑不得，

耐心地回复：“你这属于抢险救援范畴，

我们消防员出警不收钱的。”

松江消防温馨提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

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单位专职

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单位火

灾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

等，由火灾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记者 曲虹 通讯员 潘颖

对许多房屋租赁中介公司而

言，动迁安置房小区可谓是一块

香饽饽，一旦交房，小区里既会产

生很多租赁房源，也会有业主需

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听闻有两个

小区即将交房，盛女士所在的租

赁公司坐不住了，经人介绍认识

了小区物业公司的“副总”周某，

在交付了所谓进场费后，事情却

开始偏离航向。

支付50余万只为
“垄断”小区中介服务

盛女士初与周某取得联系并

表示有进场意愿时，周某便表示，

进场可以，但需要支付 27万元进

场费。周某承诺，小区交房后，盛

女士所在中介公司能够拿到业主

的信息，向业主发公告拉业务也不

会受到阻拦，且该小区一共只会有

两家中介公司，届时还会为盛女士

公司配备一间办公室。

盛女士之前与其他物业公

司合作时，也有过要给老总一些

进场费的操作，所以她并未觉得

周某的要求有什么异样。此外，

通常情况下，一个小区最多两家

中介公司进场，否则可能会乱

套，想到如果真能成为这“二分

之一”，公司将会有一笔可观的

收入，盛女士同意了“进场费”的要求并支付了 27 万

元。之后，周某便带盛女士签署了房屋配套用房装修

协议，约定盛女士所在中介公司可在小区内做房屋租

赁业务以及出售业主装修需要的黄沙、水泥业务。

去年 8月，盛女士还在等着交房后进场，周某又主

动联系她表示还有一个小区马上要开，进场费也是 27
万，且这次只独家承包给他们一家中介公司，盛女士欣

然同意并再次支付27万元后签署了协议。

“垄断”不成还被解除合约，
“副总”已查无此人

到了去年 9月，第一份协议里的小区交房，但盛女

士进入小区后才发现，周某之前许诺她的便利根本不

存在。进场后，盛女士被要求在小区物业的一个办公

室里关门营业，如果发现有三次在小区里招揽业务就

会被赶出去，发传单也同样不被允许。除了她以外，小

区里还有大概四五家中介在做租赁业务，盛女士向这

些中介公司打听情况，他们均表示给过周某进场费，但

有的只给了两三万元，盛女士与他们唯一的不同不过

是多了一间办公室而已。

雪上加霜的是，物业公司还通知盛女士，另一个

小区不需要中介公司再进行装修，所以这份合约他们

要解除。眼见付出的几十万元要打水漂，盛女士连忙

联系周某，当时周某表示过几天他就解决，但几日过

去后，盛女士的电话和微信都被拉黑，去物业公司找

人时，公司声称“周总”已离职，他们也没有收到过盛

女士的钱款。

盛女士这才慌了神。之前签订合同时，周某称他

们物业公司是大公司，不差她这点钱，所以她也没有要

求物业公司提供收据，如今看来，这钱怕是进了周某自

己的腰包，盛女士慌忙报案。

“副总”伪造身份，进场本无门槛
顺着周某手机号的外卖订单，警方很快找到周某

住处并将他抓获归案。据周某供述，去年4月，他通过

正规渠道投递简历，进入面试后成为物业公司副总，负

责物业公司所有日常运行，有权决定小区所有事务的

供应商，只要最后将审批单交给总经理签字即可。

初来乍到，之所以会给周某这么大权力，物业公司的

徐总经理表示，因为周某的学位证、从业资格证都很齐

全，从简历上看是一个优秀人才，所以他相信周某的能

力，进入小区的中介公司门槛也都放心交给周某审核。

至于与盛女士所在中介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他

是知情的，但具体内容他并不了解。当时周某表示盛

女士的中介公司资质不错，急着进场，出于对周某的

信任，他没有多想，也没有怎么看合同，就同意让周某

盖章了。

但事实上，周某其名还有他应聘时提供的证书都

是伪造的。2015年起，他因生意亏损钱款 100万元左

右，已经被银行列入“黑名单”，无法再以自己的本名出

去工作，所以冒用了自己弟弟的名字，并要来了弟弟不

用的电话卡和银行卡供自己使用。

其实，中介公司想要入驻小区的门槛其实很低，只

要对方可以提供营业执照，并承诺服从物业公司管理

就可以进场。周某与盛女士签订的所谓进场合同不过

是物业公司与所有供应商签订合同时的统一模板，盛

女士的中介公司并不会得到额外优待。

此外，在进一步侦查的过程中发现，盛女士不

是唯一的受害者，周某在物业公司担任副总期间，

以相似手法诈骗多家中介公司。因中介公司与周

某交易时使用的是现金，所以转账记录并不明晰，

目前根据被害人陈述、取款记录、录音和证人证言，

可证实的犯罪金额已超过 20 万元，属数额特别巨

大。今年 4 月，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

周某提起公诉。

□记者 金晨旭

企业调岗已成为劳动争议的高发地，公司可

以“任性”调岗吗？遭遇调岗，员工应如何应对？

去年 6 月，上海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员工李某带

着困惑与不平，来到区职工法律援助中心，请求申

请法律援助。

原来，2009年李某入职上海某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后便被派至松江工作。2018年，李某与企业续签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每月工资为 10500 元，岗

位为售后服务部副总监。去年3月，因任职期间一

直表现良好，李某升职成为售后服务部副经理。正

当李某沉浸在晋升的喜悦中时，企业却在5月突然

“变脸”，通知李某，免去其副经理职务，并以李某不

胜任岗位为由，要将其调整为售后外服岗位，薪资

确定为调整的岗位标准。

收到企业调岗邮件后，李某立即回复：企业未

明确其不胜任岗位的理由，双方也未协商一致，故

不接受调岗及薪资变化。但随后，企业又邮件通知

李某去浦东新区维修车辆。李某难以接受，再一次

邮件回复：企业未明确其不胜任岗位的理由，也未

协商一致，不接受调岗降薪，继续留在松江上班。5
月下旬，企业竟向李某出具了《违纪处理单》各一

份，后又出具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以严

重违纪为由将李某辞退。

6月，带着困惑与不平，李某来到松江区职工法

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要求企业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241500元。松江工会法律援助

律师金慧霞接案后，第一时间与李某面谈了解案

情，找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企业以李某不胜任

工作为由对其进行调岗，是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在李某明确拒绝企业调岗要求，并要求与企业进一

步协商的情况下，企业能否继续强制单方调岗？李

某拒绝去新岗位，而是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企业

据此做出处罚及开除决定是否合法？

对案件可能存在的争议焦点及诉讼风险，金慧

霞律师还进行了分析和预判。金律师认为，企业以

“李某不胜任现在的工作”为由将其调岗，但企业却

未提供李某不胜任的证据。李某在该企业已任职

11年，一直表现良好。晋升 2个月后，企业又称李

某不胜任工作，企业从发出“调岗”邮件至李某被开

除，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某存在不胜任工作

的证据。这明显有悖常理。因此企业认为李某不

胜任工作的证据不足。

在审理过程中，企业称：李某调岗后做的工

作内容属于李某原来的工作职务范围，故企业安

排李某去浦东出外勤维修车辆的工作要求属于

合理的工作安排，李某应当服从。但金律师指

出：李某的岗位是售后服务部副经理，企业单方

强制将李某调岗至车辆维修，这不属于李某的工

作职责范围，并将李某的工作地点从松江区变更

为浦东新区，薪酬待遇从每月 1 万余元，降低至

每月 7000 多元，这一系列的行为已经对李某的劳

动条件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企业这一行为缺乏

合法性及合理性。

所以，企业据此做出处罚及开除决定的行为是

违法的。因企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

最后，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

理，裁决支持了李某的仲裁请求。企业不服向松江

区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原告上海某

汽车制造有限企业支付被告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238194 元。一审判决后，企业不服又继

续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开庭审理

后，企业主动找李某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企业承诺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5日内一次性支付李

某195000元。历时9个月，案件最终以和解的方式

结案，李某顺利拿到了全部赔款。

律师提醒：《劳动合同法》施行后，企业开始意

识到：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开除员工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为了规避这样的不利后果，一些企业开始运用

“调岗”方式，将其违法开除的行为包上一层“合法”

外衣，企图逃避法律责任。如遇到此类情况，职工

要第一时间为自己维权，如按照企业要求，在新岗

位工作超过一个月，根据法律规定，视为以自己的

行为认可企业的调岗行为；要及时采集并保存证

据，以证明并非是自己不愿意遵守企业的工作安

排，而是因为企业的调岗行为缺乏合法性及合理

性，损害了职工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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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职两月竟遭“调岗降薪”
——区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竭诚帮助员工了却“薪”事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摄报）“我今

天拿了第一名！”来自新浜镇赵王村的管

林自豪地举起了奖杯，他在个人项目“原

地两带一枪连接操”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4 月 21 日上午，松江区消防救援支队

联合新浜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45 名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了微型消防站

业务技能比武竞赛（见上图），来自 14个村

居及敬老院微型消防站竞赛队的参赛队

员在赛场上你追我赶、一决胜负。

本次技能竞赛结合微型消防站处置应

对初期火灾的特点，设置原地着战斗服、原

地两带一枪连接操、50米灭油桶操三项个

人项目，以及手台泵连接出水操一项团队

项目。随着指挥员哨声响起，比赛开始，各

参赛队员奋勇争先，从快速着装到水带连

接，从灭油桶火到快速出水，比赛过程衔接

紧密，演练气氛热烈。

“快！快！快！”围观群众们不断为参赛

选手加油打气，参赛选手纷纷专注比赛任务，

努力赛出自己的风采。新浜镇消防救援站站

长张尧龙坦言，由于辖域特色，新浜镇各村居

微型消防站之间的水平有所差异，“毕竟微型

消防站队员主要由物业工作人员、居（村）委

会工作人员以及消防志愿者三部分组成，他

们都不是专业的消防人员，组织这次竞赛，不

要求他们像消防指战员那样比快，而是通过

比赛全面提升整体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为

新浜站微型站建设添砖加瓦。”

比赛中全体裁判员认真裁判。经过激

烈的角逐，9名微型消防站队员、3个微型消

防站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优秀个人和团体

奖项。林建村获得团队项目“手台泵连接

出水操”的第一名。比武竞赛组织者、林建

村党总支书记陆斌强难掩成功举办比武竞

赛的喜悦，他告诉记者：“参与这次比赛，非

常锻炼微型消防站队员们的综合素质，这

次团队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是对我们

日常训练成果的检验。后续我们也

会在实际火灾应用中发挥‘救

早、灭小、灭初’的作用，力争第

一时间扑灭火灾。”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4 月

21 日 13 时，金山区叶新公路靠近

朱枫公路往西不到 2 公里处两辆

货车发生相撞，报警人称司机受

伤被困，情况紧急。新浜消防救

援站接警后紧急出动，经过消防

人员紧张施救，被困司机被成功

救出并送上救护车。

消防人员张尧龙至今还记得当

时的场景：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小

货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内一名

中年男子已经被死死卡在车内无法

动弹，头部血流不止。为了避免对

司机造成二次伤害，消防人员使用

液压破拆工具谨慎地对驾驶室进行

破拆。经过消防员紧急破拆，10分

钟后，受伤司机被成功救出，并交给

医护人员救治。

松江消防温馨提示：在高速路

上行驶时，车速切莫太快，车与车距

离也不要太近，一定要小心驾驶，避

免发生交通事故。

高速撞车一人重伤被困
松江消防争分夺秒施救

患者骨折致戒指卡手
消防员及时救援不收费

提升实战能力 守护人民安全
新浜镇举办微型消防站技能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