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 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董小军8 NINGBO DAILY

外来务工人员李大姐曾在余
姚某电器厂工作，后因企业经营
不善关门歇业，拖欠多名员工
工资。为此，李大姐和其他 19
名工人提起诉讼。此案在进入
执行程序后，余姚法院的执行
法 官 采 取 多 种 手 段 依 法 执 行 ，

最终成功执行到位 10 万元现金。
但此时，李大姐等人已离开余
姚，为此，承办法官将此案移至
该院设立的“移动微法院”，并与
李大姐等人在线联系、调解、签
署相关法律文书，免去了他们回
余姚办手续的麻烦。春节过后，

李大姐等申请人收到了法院的执
行工资款。

据了解，一些执行案因标的
额较小、涉案人数多、申请人流
动性强，导致执行进展缓慢。“移
动微法院”实现了在线联络、集
中调解、文书签署送达等执行流

程线上完成，降低了讨薪者的诉
累 。 据 统 计 ， 自 2018 年 9 月 至
今，余姚法院利用“ 移 动 微 法
院 ”， 已 执 结 劳 动 报 酬 类 案 件
123 起 ， 到 位 标 的 额 332.69 万
元。

（陈文铮）

“移动微法院”助力欠薪案执行

记 者 董小军
通讯员 冯璐炜 薛胜利

新入职场者，大都会碰到一个
试用期问题。说起来，用人单位设
立试用期完全应该，也有充分的理
由和依据，如果不试用，如何来判
断一个劳动者究竟是否适用呢？

但这个试用期应该多长才合
理，由谁说了算呢？有企业老板认
为，只要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便可
在劳动合同中随意约定试用期限。
仔细体会其中意思，实际上等于
说，试用期期限究竟设多长时间，
老板和用人单位说了算。因为一个
初入职场的“菜鸟”，是很少有实
际话语权的。

那么，老板可以决定试用期限
的理论，究竟是否站得住脚呢？我
们先来看一个发生在宁波的案例。

用人单位不按法律规
定约定试用期引纠纷

2016 年 8 月，徐某经人介绍，
到本市的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根
据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合同期从
2016 年 8 月 15 日起至 2017 年 8 月
15 日 止 ， 其 中 前 三 个 月 为 试 用
期，双方确定试用期内的月工资为
2500 元，试用期满后每月工资为
3000元。次年4月，徐某因故与该
摄影工作室解除了劳动关系，同时
要求对方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
偿金 3000 元。徐某的理由是，根
据相关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
月。但该摄影工作室与他签订的劳
动合同期仅一年，试用期却长达三
个月，明显违反规定。

对此，该摄影工作室辩称，摄
影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艺术工
作，与普通工作有较大的差异，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
而且，当初在签订合同时，曾明确
向徐某说明，必须学会独立拍摄才
可享受转正后的摄影师待遇，因此
设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实际上，
徐某在试用期三个月内并没有达到
独立拍摄的水平，因此，摄影室按
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其第三
个月的工资仍按照试用期工资标准
予以支付，摄影室这样做并无不
妥，不应支付赔偿金。

双方多次交涉无果，徐某向劳
动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之后，
因对仲裁结果不服，此案又被诉至
法院。去年年底，法院对此案作出
判决，该摄影工作室以一个月的工
资标准，向徐某支付赔偿金 3000
元。

约定试用期，用人单
位不能自说自话

在不少劳动合同中，试用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许多用人单
位把试用期作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有效工具。慈溪市观海卫某制造
公司老板表示，试用期的意义不只

是工薪支出多少的问题，而是要借
此考察一个职工是否真正合格、其
是否确实为企业需要的人。所以，
每个企业对此都非常重视。

但用人单位重视试用期，并不
意味着其在试用期上有着更大的不
受约束的权力。换句话说，试用期
长短不能由老板说了算。我国《劳
动合同法》 明确规定：“劳动合同
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
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
得超过六个月。”这就意味着，无
论用人单位认为试用期有多重要，
或者认为需要更多的期限才能对一
个员工的能力、重要性等作出判断
和结论，在实践中，也只能在法律
规定的框架内行事。

从本质上说，试用期是企业与
劳动者双向选择的一种时间约定，
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企业
用工规定，可以辞退；若不辞退，
则认定符合录用条件，应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满后的标准支付
工资。

再看徐某与某摄影工作室的这
起纠纷，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劳动合同期只有一年，但试用期从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共三个月，这个约定，明显违反
了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的强制性规
定，因此，即使是双方自愿，仍然
不具有法律效力。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83 条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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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实际履行时间超过法定
试用期一个月，用人单位须支付一
个 月 工 资 3000 元 的 赔 偿 金 。 此
外，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答 （三）》的规定，用人单
位超过法律规定期限与劳动者约定
试用期，对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
用期的期间，用人单位应支付赔偿
金，但无需向劳动者补足超过期间
的工资差额。在本案中，该摄影工
作室被判决赔偿 3000 元，因此，
无需再向徐某支付工资差额 500
元。

谨慎约定试用期，避
免不必要的纠纷

宁波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
障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和义观
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金林表
示，用人单位都重视试用期，会在
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试用期的约
定实际上并不是劳动合同的法定必
备条款，也就是说，可以约定，也
可以不约定。如果企业想约定试用

期，那就必须遵守基本前提，即严
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否则，就可能惹来麻烦，
甚至产生不必要的赔偿损失。此
外，约定试用期，只能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不能单独设立试用期合
同，换句话说，试用期存在的一个
前提条件是正式的劳动合同。

以口头形式约定
试用期是否有效？

【问题】
来自江西的尚师傅去年 10 月

与慈溪一家制造企业签订了 2年劳
动合同，工种是搬运工，负责往生
产车间运送原材料。由于该工作没
有技术含量，因此，双方在劳动合
同中没有提及试用期问题。今年元
旦过后，厂方以其在试用期内表现
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决定解除与
他的劳动合同。尚师傅认为，在劳
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过试用期，但
厂方称，制造企业设立 2个月的试
用期是常规，双方有口头约定，并
坚持要解除与尚师傅的劳动合同。

尚师傅问，企业这样做是否合
法？

【说法】
根据尚师傅的介绍，我们认

为，该企业无权以尚师傅在试用期
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而将其解
聘，由此引起的后果将由厂方承
担。

我国《劳动合同法》在第十七
条中除了规定劳动合同的九项必备
条款外，还同时规定：“劳动合同
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
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
遇等其他事项。”试用期只属于约
定条款，缺少试用期的约定并不影
响劳动合同的效力。鉴于试用期包
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该法第十
条还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也就是
说，只要存在试用期，就应当签订
相应的书面劳动合同。在这里，且
不论厂方与尚师傅是否有过试用期
的约定，即使以口头方式约定过，
亦与法律相违背。还可以这样简单
理解，没有签订书面试用期的劳动
合同，就是没有试用期。

试用期并无常规可循，只要在
法律所允许的期限内，具体时间由
双方协商确定。在该案中，厂方主
张与尚师傅约定过试用期，但没有
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无论尚师傅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理由是否成立，
厂方的决定均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如果企业坚持这样做，必须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程文华）

【案例】
朱某与张某曾有过生意来往，

之后，张某向朱某借款 15 万元，
张某以种种借口拖欠没有归还。一
天，朱某在菜市场看到某讨债公司
发的广告，内容是可帮助债权人讨
欠债。朱某于是拨打了广告上的电
话，接电话的人自称为公司负责人
袁某。之后双方签订了代为追偿债
务委托合同，朱某向袁某支付手续
费 3000 元，但其后讨债公司一直
未与朱某联系。

又过了一段时间，朱某遇到了
张某，便向其讨要债务。但张某称
自己早已把欠款交给了他委托的袁
某。朱某便再去联系袁某，却发现
委托合同中的讨债公司的注册地址
系虚假，袁某本人也早已下落不
明，而朱某甚至不知道袁某的真实
姓名。朱某想到法院起诉，但按照
现有情况，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说法】
很多案例显示，所谓“讨债公

司”基本不靠谱，委托他们讨债有
极大风险。根据法院对相关案例的
审理，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风险之一：手段暴力不合法。
“讨债公司”经常采用的讨债

方式是威胁、恐吓或非法拘禁等，
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当其触犯刑
法时，委托人有可能被认定为“共
犯”一并惩处。

风险之二：讨债成功后可能携
款逃跑。

部分债权人将债权凭证等关键
证据交由“讨债公司”，“讨债公
司”的业务人员拿到债权凭证后，
可能自作主张地与债务人进行和
解，进而极大地损害债权人合法权
益。同时“讨债公司”往往事先收
取一笔手续费，可能存在“讨债公
司”的业务人员在收取手续费后或
向债务人讨要部分现金后携款逃跑
的风险。

风险之三：超过诉讼时效债权
落空。

债务纠纷的终极解决方式是到
法院起诉，由于“讨债公司”的业
务人员普遍素质不高，缺少专业知
识，在讨债过程中可能未保存诉讼时
效得以延续的相关证据，导致对方以
诉讼时效已过为由抗辩，债权人“打
官司”债权落空。

风险之四：“讨债公司”不合
规，委托人难以维权。

讨债公司多为一人公司，往往
无固定办公地点，无固定员工，资
金往来走个人账户。一旦“讨债公
司”违约，债权人的催讨难度极
大，即便向“讨债公司”提起诉讼
且胜诉，执行难度依然很大。

总之，利用“讨债公司”催讨
债务，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正
确的做法是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向
债务人主张债权，以规避和降低相
应的风险。 （张晓静）

委托“讨债公司”
讨债不靠谱

■法眼观潮 朱泽军

诉讼常客、批量起诉、高额利
息、格式借条、放贷营生……这些
关键词都指向了“职业放贷人”。
今年，我市两级法院向社会公布
了一批“职业放贷人”名单，提醒
人们避免涉及借贷纠纷。

所谓“职业放贷人”，就是
人们平常所称的“放高利贷”的
个人。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市
场的日益活跃，出现了不少以营
利性借贷为职业的群体。其中的

“职业放贷人”以其一定资金实
力或融资能力，以所谓投资担保
公司之名，向个人或企业从事民
间放贷。他们中的不少人以高于
银行存款利息的利率从民间吸收
资金，再以更高利率贷给小微企
业或个人，以此赚取差价。但其
中往往伴随着高利贷、非法吸
收资金、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
贷、暴力收贷等违法犯罪行为，
冲击、扰乱了金融、经济、社会
秩序，也是虚假诉讼、作伪证等
扰乱诉讼秩序行为发生的重要原

因，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
压力和复杂性。

为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
公民合法利益，需要对“职业放
贷人”立规矩，需要用法律法规
约束“职业放贷人”。为此，立
法机关应完善法律法规，对那些
情节恶劣的“职业放贷人”，在
刑法范畴内设立罪名，予以惩
处；在民事制裁方式上，除了对
超高利息予以收缴，还应给予相
应的罚款，通过法律法规的细致
化规定，精准惩治“职业放贷
人”。此外，应建立和完善联合
惩戒机制，司法机关和人民银行
等金融管理部门实行联动，形成
打击高利借贷衍生违法犯罪行为
合力。由于高利贷涉及面广，因
此，还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让
老百姓知晓民间借贷中常见的风
险。同时，公民自身也应当提高
对“问题借贷”的抵御能力，增
加风险意识，莫为赚取高额利
息，轻易将钱款投于“职业放贷
人”，以免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
的财产损失。

是该对“职业放贷人”
立规矩了

试用期期限试用期期限，，老板说了算老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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