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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年终奖了，
他突然被公司辞退
法院：
系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并非主动离职，
公司应支付
“13薪”
等费用7万余元
生主动离职，公司应当按照合同向其
发放年终奖。
王先生在庭审中向法院提交公司
对其前 11 个月的业绩考评，其所在部
门的业绩均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个人
的工作亦无差错。同时法院查明，在当
年度与王先生同类的主管中，年终奖
发放均在 2 个月工资及以上，据此，法
院判决该机电公司支付王先生违法解
除合同赔偿金、
“13 薪”
、业绩奖以及加
班费合计 7 万余元。
法官表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
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
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虽然公司
对奖金的发放的确有一定的自主权，
但是也应严格履行劳动合同义务，不
能肆意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春节临近，忙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拿到自己的年终奖励。而昆
山张浦的王先生却是个例外。去年过年前，他突然收到公司的辞退
通知，对此他感到很蹊跷，怎么公司早不辞晚不辞，偏偏在过年前这
个节骨眼把自己辞了？因为按照他所在公司劳动合同的约定，员工
如果在发放“13 薪”和“年终奖”前离职，
就拿不到这两笔钱了。
那么，王先生能要回他的年终奖金吗？近日，昆山法院张浦法庭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万承源
审理了这样一起经济补偿纠纷。

过年前被辞退，
“年终奖”
落空
王先生在 2016 年进入昆山某机
电公司担任业务主管，双方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公司年底有“13 薪”福利，与
12 月工资一并发放；同时王先生作为
公司的主管，基于公司业绩、团队和个
人的业绩表现，在每年财政年度后，王
先生可能会得到按照其工资计算的两
个月的年终奖。劳动合同中同时也约
定，
“13 薪”和“年终奖”都有一个发放
前提，即员工不能在发放该两笔奖金
前离职。
2017 年 12 月中旬，正在工作的王
先生接到公司的通知，称其业绩无法
得到公司认可，予以辞退。在与人事主
管几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无奈向仲
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合
同、
“13 薪 ”、加 班 工 资、业 绩 奖 等 合
计近 9 万余元，最终仲裁机构仅支持
了 其 中 的 违 法 解 除 合 同 赔 偿 34500

元。王先生为维护自身权益，又起诉至
法院。
在法庭上，机电公司认为按照双
方合同约定，年终奖是基于公司业绩、
团队和个人的业绩表现，在每年财政
年度后“可能会得到额外的 1-2 个月
的目标业绩奖金”。约定中用的是“可
能”一词，具有不确定性。用人单位对
奖金享有自主权，在达不到预定的目
标或者说企业总体经济效益不理想的
状况下，是可以不发放的。

法官：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应支付
“13 薪”等费用

【律师观点】

“13 薪”是
“辛苦费”
年终奖主要看业绩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的徐旭东律
师告诉记者，
很多单位在年底都会发放
“13 薪”
或年终奖，
但一般人往往会忽略
的是，
这两者的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
徐旭东介绍，
“13 薪”一般是对全
体员工普惠性质的激励措施，通常不
以员工工作业绩为发放依据，有点辛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的此次辞
退决定未与王先生协商一致，且王先
生也没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
为，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亦不能免除
支付奖金的义务。王先生离职原因系
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非王先

苦费的意思。本案中，王先生的劳动合
同对于“13 薪”的约定具有刚性，是作
为福利与 12 月工资一并发放的。因王
先生已工作至年底被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机电公司应当依劳动合同约定支
付“13 薪”。
年终奖则一般需要根据合同约
定 、经营业绩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案
中，劳动合同约定中虽然用的是“可
能”发放一词，具有不确定性。但是需
要综合考察劳动者的工作业绩、用人
单位的年终奖发放总体情况，综合确
定是否应该支持劳动者主张。王先生
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作为主管，所在部
门的业绩均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个人
的工作亦无差错。此外，他还举证证实
同类主管中，年终奖发放均在 2 个月工
资及以上。因此，用人单位没有理由拒
不发放年终奖。
反观机电公司，并未按照民事诉
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对不予发放年终
奖的理由举证证实。所以法院综合考
察双方的证据，依法支持了劳动者年
终奖的诉讼请求。
徐旭东表示，用人单位应当遵守
劳动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劳动
者已经完成一年的工作后，
“13 薪”、年
终奖核算并发放前离职的情况下，严
格遵照合同约定，客观评价劳动者的
业绩，确定是否应当发放。而不能仅仅
因为离职就剥夺了劳动者的“13 薪”、
年终奖，
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她到银行办理还款，银行却立即报警
还款短信称：
还款短信称
：你信用卡逾期 2 万未还
万未还，
，这其实是骗局
扬子晚报讯（记者 梅建明 通讯
员 江景轩）近日，家住南京江北新区
的林女士接到一条信用卡逾期未还
款的短信提示，就是这一条短信，险
些让她被骗 2 万元。好在林女士在银
行办理业务时，被大堂经理及时发现
并报警，而江北新区公安分局内保支
队民警又与银行工作人员对林女士
进行了及时的劝导，
这才成功挽损。
1 月 21 日下午，林女士急匆匆地
来到江北一银行，向大堂经理表示，
她要办理 2 万元的信用卡还款业务，
并称自己的信用卡由于逾期未还款，
已经被冻结了。大堂经理接过林女
士的证件，为她查询了她名下信用卡
的使用情况，发现林女士名下有 2 张
信用卡，一张未激活，一张虽然激活
了，但未曾有过交易记录，且都无需
缴纳年费。担心林女士可能是遇到
了诈骗，银行大堂经理赶紧报了警。

经询问，林女士当天上午收到了
一条还款提示短信，称她的信用卡因
逾期未还款，被临时冻结，如不尽快
处理，将录入征信系统，如需解冻，需
要 与 客 户 专 员 00861- 7103****93
联系。
“我之前是办过两三张信用
卡，因为很少用，所以我也不记得到
底 是 哪 张 卡 忘 记 还 款 了 。”林 女 士
说，短信说会影响信用记录，所以她
就赶紧打了短信中提供的客户专员
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对方告诉林女士，
因为她的信用卡逾期时间较长，要先
到银行办理 2 万元的存款业务，以确
认她有还款能力后，再拨打客服电
话，办理下一步手续。在电话中，对
方还表示，如果当天不能及时处理，
将会直接影响林女士的信用记录 。
听了对方的话，林女士赶紧跑到银
行，按照对方的要求办理还款业务。

了解情况后，内保支队民警与银
行工作人员一起对林女士进行了安
慰和劝阻。民警结合案例详细分析
告诉林女士，犯罪分子是如何一步步
将受害人引入圈套，并骗取钱财的。
直到此时，林女士才意识到自己是遇
到了诈骗，对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为安
全起见，大堂经理为林女士办理了信
用卡挂失手续。

警方提醒>>>
小心春节诈骗高发
春节临近，消费增多，也是各类
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期，收到类似
短信千万不要轻信,更不能拨打短信
中所留的客服号码，应该自行找银行
核实。同时，市民要妥善保管自己的
个人信息，
不要点开短信内的链接。

母亲突发急病少女无助
扫雪城管帮扶送温情
1 月 31 日早 6 点，大雪天气，六合城管执
法大队执法队员蔡磊、汤小明在金宁广场扫
雪时，遇到一名少女在路边等车，衣着单薄，
显得很无助。
执法人员随即上前询问，经了解，该少女
今年 16 岁，广东籍，母亲突发全身抽搐，要从
六合人民医院转院到市医院，需回住所拿相
关材料办转院手续。少女身上并未带钱，见
情况紧急且雪天打车困难，执法人员随即联
系出租车护送少女回家拿材料，并送至江北
中大医院并帮助办理相关入院手续。
通讯员 马惠琴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陈勇

热心借手机给路人报警
莫名被打，
莫名被打
，获赔 5 千元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周潇 记者
陈勇）近日，南京市民张先生在路上偶
遇两名发生交通碰擦事故的男子，其
中一名男子向他借手机报警。张先生
好心帮忙，却为此被另一名男子打了
一顿。
20 日凌晨，在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和中山门大街交界处，两名骑电动车
的男子发生了碰擦事故。事故一方的
吴先生认为，对方孙先生是故意碰瓷。
双方为此发生争执，都认为是对方的
责任。孙先生想报警求助却没有带手
机，这时，正好看到张先生骑着电动车
路过，于是上前向其求助，希望能借手
机报警。
“我看时间那么晚了，他俩又吵得
不可开交，就借他手机了。”张先生说，
借完手机后，他又继续前行，没骑多远
便接到交警的电话，让他回事故现场
协助调查。结果他刚回去，吴先生认为
他多管闲事，不仅将他的手机抢去砸
了，还挥拳相向，导致他鼻子嘴巴都受
伤流血。
就在这时，南京玄武公安分局中
山陵派出所民警接警后也赶到了现
场。待交警处理完毕后，民警将三人带
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情况。吴先生告
诉民警，之所以打人，是因为觉得如果
不是张先生多事，对方根本无法报警，
事情也不会闹到派出所来。而被打的
张先生说，自己刚刚下班准备回家，他
认为自己是做了好事，却无辜被打，觉
得非常冤枉。
民警表示，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自
有交警部门来界定，不能因为别人报
警而动手。最终，在民警的调解下，吴
先生向张先生赔礼道歉，并赔偿手机
维修费及医药费等共计 5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