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来电

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可工资却挣得
越来越少。最近在某公司工作的唐先生
因为没有加班工资和用人单位产生了劳
动纠纷，然而公司却矢口否认他加班。
那么，劳动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该
提供哪些证据为自己维权？用人单位是
否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报请来天津皆美
律师事务所的王伟薇律师为大家解读
相关法律问题。 时报记者 张玮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身体健康的重要前提，也是人民群
众迫切关心的事情。日前，北塘街海泽苑社区在辖区开展迎中秋“双创双安”食品安全
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者、社区法律志愿者在小区健身广场内为居民发放宣传
单，讲解《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社区安全检查员还深入辖区内餐饮、食品加工零
售行业，讲解食品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并为居民现场答疑。 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居民学法 解食品安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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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货合同只签字未盖章
法定代表人是否需担责？

市民石某是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

年时，她曾在一份供货合同中只签了她本人名

字，因为疏忽没有加盖公司印章。现在购货方

认为货物有质量问题，起诉了石某个人，那么

石某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解答：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法人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石某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在

合同中只签了她本人的名字，但因为石某履行的

是职务行为，民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石某不对

公司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石某可以根据以本

案处理结果同公司有利害关系为依据，申请法院

通知公司以第三人参加诉讼。 时报记者 田敏

律师进社区

社区律师
雅苑社区 京师律师事务所 张 云 电话 18622076945

富阳里社区 瀚洋律师事务所（滨海）严冬晨 电话 13920825547

崇安里社区 海天律师事务所 李冬冬 电话 13502141710

碧海龙都社区 石金律师事务所 赵 楠 电话 13820084497

河华里社区 石金律师事务所 宋 姗 电话 18502279553

说事儿热线:13512463060

市民小张：我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

为期一年的聘用合同，到今年9月底，合同期

满，公司称会和我续签一年合同。最近有朋友

提醒我说，劳务派遣合同至少要签订两年。于

是我和公司提出续签两年合同，但公司表示，

公司一直是一年到期看员工表现，如果表现好

便可以续签下一年的合同，这样也是为了方便

公司管理。我想问问公司这个说法合理吗？

说法：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签订的协议

属于劳动合同的范畴，但由于其与接受派遣的单

位之间关系复杂，其劳动合同存在不同于一般劳动

合同的方面，合同期限的规定就是其具体体现。根

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劳务派遣

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

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

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

酬。据此，法律强制要求派遭单位与劳动者签署

最短二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报记者 张玮

劳务派遣合同
能否一年一签？

新区司法局召开保安全迎国庆
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区司法局召

开保安全迎国庆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新区司

法局主要领导，区矫正中心、区司法局促进法

治室及司法所全体人员参加。

会上，区司法局相关负责同志传达了司法

部安全相关工作的通报，组织进行了详细分析

和研判，同时结合区安置帮教工作实际，就做

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安置帮教安全稳定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重点要求相关负责

人员要认真履行安置帮教工作职责，扎实规范

做好安置帮教日常工作，做到措施准、责任

明。按规定应列入安置帮教对象的要及时准

确纳入安置帮教管理体系，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认真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处置、报告制度，

与街镇、派出所做好协调配合工作，加强对重

点监管对象的管控。加强对舆情信息的关注、

收集和报告，重点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并发挥

人民调解组织作用，在扫黑除恶线索摸排和安

全稳定隐患排查上下功夫。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完善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全力确

保滨海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私自屠宰生猪违法吗？

饭店聘用乙肝人员当服务员
消费者可要求辞退

老李的儿子要结婚，装修事宜由老

李夫妇代劳。老李在家具城看了几套沙

发，拍下照片给儿子选择，儿子确定款式

后，老李就付钱买了一套沙发。就在老

李提了货回家安装时发现，沙发侧面贴

着“样品”的标签。仔细一看自己当时拍

的照片，连“样品”标签的位置都相同。

老李找店员要求退货或换货。

老李认为店员从始至终都没有告知

自己这套沙发是样品，让他还当新产品

买回去，这样算欺诈。店员却说当时交

易时已经额外打折了，虽然没明确说是

样品，但却是按照样品的价格卖的。公

司规定在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退换

货，需要承担来回的运费600元。

（浙江法制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商家的行为涉嫌

欺诈。在双方没有明确购买的沙发就是

样品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消费者购买的

是新品。老李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

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

“退一赔三”。此外，在老李要求退换货

的情形下，他是不需要承担运费的。由

于商家提供的沙发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要

求，属于商家违约，由此发生的退换货是

商家承担违约责任应承担的义务，相应

产生的退换货运费也应该由违约方即商

家承担。 时报记者 田敏

样品当正品卖?
属欺诈消费者!

超市售卖简易包装食品违法吗？

社区开展迎中秋“双创双安”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王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发

生劳务纠纷时，劳动者需承担举证责任

的情况包括：（一）劳动者主张工资标准

就应当高于劳动合同约定或已实际领取

的工资数额，劳动者应就其主张的工资

标准举证；（二）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减

少劳动报酬的，应就用人单位减少劳动

报酬的事实举证；（三）劳动者主张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者就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成立举证；

（四）劳动者主张工伤赔偿的，应就存在

因工伤害的事实及工伤认定、伤残等级

及鉴定时间、工伤住院治疗起止时间及

费用、同意转院治疗的证明及所需交通

费和食宿费、应安装康复器具的证明及

费用等事实举证；（五）女职工主张“三

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权利的，应就存

在“三期”的事实、起止时间以及是否存

在晚育、难产、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事实举

证；（六）依法应由劳动者承担的其他举

证责任。

本案中，唐先生称自己不仅没有加

班费而且工资也减少了，那么他就应该

提供相应的证据，如工资记录、工作记录

等证明自己的工作状态、工作量，这些都

将成为维权的最好证据。

劳动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应注意保留的

证据主要包括：（1）来源于有关社会机构的证

据，如发生工伤或职业病后的医疗诊断证明

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寄出举报材料等的邮局

回执;（2）来源于劳动保障部门的证据，如劳动

保障部门告知投诉受理结果或查处结果的通

知书等；（3）来源于用人单位的证据，如劳动

合同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

明材料、工资单、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收

取押金等的收条、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通知书、出勤记录等;（4）来源于其他主体

的证据，如职业中介机构的收费单据等。

唐先生在开发区某公司工作快十年

了，然而最近公司却提出要和他解除劳动

合同，理由是唐先生年纪大了，无法跟上单

位的工作进度，对此唐先生不服。唐先生

告诉记者，多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工作，从

没迟到早退过，而且工作中也没有出现过

任何问题。最近这两年公司效益不好，连

续裁人，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格外卖力，

也获得了公司上下的认可。然而从今年

年初开始，公司精简人手，他一个人就要

承担原来三个人的工作，劳动强度加大了

不说，加班成了常事，最主要的是工资还

比以前低了不少，但公司从来没有支付过

加班费。对此，公司称正因为唐先生工作

能力有所下降，因此工资自然降低了。最

近，公司突然提出要和他解除劳动合同，

唐先生想到了要求加班费的问题，然而当

他拿出自己连续加班的考勤记录和工作

记录时，公司却不认可，不认为这算加班。

唐先生现在不知道该如何维权。

劳动者需承担的举证责任 律师提醒

法眼看新闻

用人单位应承担哪些举证责任？

王伟薇律师表示，按照我国《民事诉

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通常情况

下，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

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劳动争议案件

纠纷中，在有些情况下法律直接规定由

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即法律对举证

责任作出明确分配。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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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

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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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争议，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根据《劳动法》等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包括：（一）劳动者

已举证证明在用人单位处劳动，但用人

单位主张劳动关系不成立的，用人单位

应提交反证；（二）劳动者已领取工资的

情况；（三）用人单位延期支付工资，劳动

者主张用人单位系无故拖欠工资的，用

人单位应就延期支付工资的原因进行举

证；（四）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用人单

位应就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的记录举

证；（五）双方当事人均无法证明劳动者

实际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就劳动者所

处的工作岗位的一般加班情况举证；

（六）用人单位减少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应就减少劳动报酬的原因及依据举证；

（七）用人单位应就解除劳动合同或事实

劳动关系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举证；

（八）用人单位主张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

纪律或企业规章制度的，应就劳动者存

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企业规章制度的

事实，以及企业规章制度是否经规定程

序制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事实举证；

（九）用人单位应就各种实际已发生的工

伤赔偿支付事实举证；（十）依法应由用

人单位承担的其他举证责任。

这里明确说明，“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

用人单位应就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的记录

举证”。也就是说，唐先生主张自己加班工

资的情况下，其所在单位应该就唐先生实际

工作时间提供相应的记录证据，如果单位

不能提供，反而是唐先生自己拿出了加班

的证据，那么唐先生就有理由要求用人单

位按照相应的加班记录支付其加班工资。

市民肖女士：最近，我外甥从家门口

一超市买了几袋葡萄干送给我，但是葡萄

干只有简单的塑料袋包装。我认为超市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于是找到

超市要求赔偿10倍购物款，可是超市答

复说，葡萄干均为超市直接从农户家收

购，仅是进行了水洗风干并没有进行工

业加工，也没有添加其他原料，属于初级

农产品，不纳入食品安全生产许可的范

围。请问超市的答复是正确的吗？

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律师

说，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规定：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

遵守本法：（一）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

销售和餐饮服务；（二）食品添加剂的生

产经营；（三）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

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备的生产经营；（四）食品生产

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五）食品的贮存和运输；（六）对食品、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管理。

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的质量安

全管理，应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

规定。但是，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有

关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有关安全信息

的公布和本法对农业投入品作出规定

的，应当遵守本法的规定。如果肖女士

外甥购买的葡萄干为收购后的农业初级

产品，则不适用预包装及《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就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肖女士要求超市支付10倍赔偿的主张确

实没有法律依据。

网友“孤军薜荔”：我最近想开一家

熟食店，我老家亲戚自己养猪，我想直

接从亲戚那购进猪肉加工成熟食。请

问杀猪一定要将猪送到屠宰场吗?

潘律师说，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生猪屠宰属于食品安全相关

问题，需要受相关法律调整。而且我国

已出台《生猪屠宰条例》，明确规定我国

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所有的屠宰场

都必须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才能设

立，所有进行生猪屠宰的人员也都必须

符合相应的食品职业安全标准。除农村

地区个人自宰自食以外。未经许可，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

动。擅自屠宰生猪，商务主管部门有权

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

及违法所得，并对责任者处以货值金额3

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市民左女士：我特别喜欢去家门

口一家饭店吃饭，但前不久我吃饭的

时候，听见一个服务员不停地咳嗽，

而饭店老板还提醒他，“有病赶紧去

治，可不能拖着。”后来我听邻居说大

家都怀疑这个服务员有乙肝。如果

情况属实，这个饭店是否应该将该服

务员辞退呢?

潘律师说，《食品安全法》第 45

条规定：“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

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

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

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

取得健康证明是国家的强制性规定，

目的是保障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健康

安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卫生规范》第 38 条规定，患有痢疾、

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

（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

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

有碍食品卫生疾病的，不得从事接触

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餐馆在聘用

服务员之前就应该先对服务员进行

健康检查，如果确实存在服务员是乙

肝病毒携带者的情况，消费者当然可

以要求餐馆将其辞退。

劳动者遇加班纠纷 该如何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