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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涉疫情劳动合同该如何处理？
答：对依法实行隔离治疗或者医学观察的新冠肺炎患者、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
或者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企
业不得因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
至劳动者隔离治疗期、医学观察期、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
的紧急措施结束。对被派遣劳动者，用工单位也不得因此将
其退回劳务派遣单位。

受疫情影响导致原劳动合同确实无法履行的，不得采取
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的做法，企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依
法变更劳动合同。

企业与招用的劳动者不能依法及时订立或续订书面劳动
合同，可通过协商合理顺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企业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问：受疫情影响试用期的劳动者无法提供正常劳动的，试
用期可否延长？

答：受疫情影响试用期内的劳动者无法提供正常劳动的，
企业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试用期可相应顺延，但顺延时间不应
超过劳动者无法提供正常劳动的时间。

问：疫情期间缺工企业与员工富余企业之间进行用工余
缺调剂，在劳动关系处理上需注意什么事项？

答：疫情期间缺工企业与员工富余企业之间进行用工余
缺调剂，由员工富余企业将劳动者借出至缺工企业工作的，不
改变员工借出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员工借出企业
应当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权益，并督促借入企
业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
和工作任务，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合作企业之间可通过签订民事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员工借出企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将劳动者借出至其他
用人单位工作。

问：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患者如何
支付待遇？

答：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劳动者，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企业应当按照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或
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最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问：对受政府紧急措施影响的劳动者工资权益该如何保障？
答：对不属于被依法隔离情形但属于因政府依法采取停

工停业、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的情形，导致企业延迟复工或劳
动者不能返岗的，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是对企业安排未返
岗劳动者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按正常劳动
支付其工资。二是对企业安排劳动者在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
期间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的，按相关假
的规定支付其工资。三是对企业未复工或者企业复工但劳动
者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参照国
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劳动者协商，在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
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由企业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我
省有关规定执行。

问：企业因疫情经营困难，不能正常支付工资怎么办？
答：企业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导致暂无工资支付能

力的，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
者工资，延期时间一般不超过30天。 （综合）

降薪能理解，但不想“被通知”
疫情对经济运行冲击明显，部分劳动者在复工后面临降薪。降薪、调薪是疫情下部分企业求生的自救方法，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也是当下大部分企业和劳动者面对危机时共同作出的选择。也有部分劳动者担忧，有企业拿“疫情”当幌子违法降薪。面

对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员工期待更多“话语权”。

近日，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机构艾媒咨询发布《2020中国“新冠疫期”企业信心与降薪行为数据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46.6%的受访者表示疫情期间薪资较前6个月平均月薪出现下降。面对降薪，超过54.2%的受访劳动者认为，疫情期间通过协商

等合法途径，薪资调整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互信互谅、共渡难关成为大多数企业和劳动者的选择。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部分劳动者担忧：有企业拿“疫情”当幌子，在降薪时打违法侵权的歪主意。

“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了较大冲
击，且你公司生产资质不全，经董事会
研究决定，即日起停工停产。”4月2日，
博若森（福建）装饰有限公司木作工厂
工人齐飞和20多名工友复工还不到一
周，便接到了总公司寄来的停工通
知。与这张通知一起送到的，还有房
东寄来的欠款告知书。由于公司拖欠
租金，仓库车间和职工宿舍在当月租
赁合同到期后，将被逐一清退。

令齐飞和工友们不解的是，生
产资质不健全是 2019年 9月总公司

便发现的问题，为何董事会在半年
后才作出停工停产的决定。工友们
仔细研究了通知上的各项条款，却
没有发现停产后复工的时间。停工
期内工人们只能收到每月不到 500
元的生活费，春节以来被欠下的工
资也没了着落。

“这是在克扣我们的工资，逼我
们走。”“疫情期间公司经营压力大，
要低成本运行，请你们理解。”4月15
日，在福州高新区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齐飞代表工友和公司上海总部

的负责人面对面协商。
在协商前，齐飞和工人们查看

了公司年报和每月财务报表。企业
长期经营不善，资金缺口在去年就
已形成。在齐飞看来，疫情成了企
业甩包袱的借口，降薪则是变相裁
员的工具，“老板想要省的就是那笔
经济补偿金”。

协商最后有了结果：企业接受
部分职工的辞职申请，并同意支付
经济补偿金。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朱

柏涛表示，疫情期间非员工本人原
因导致停工停产的，企业在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应按照劳动合同标准或
者视同政策出勤支付工资，超过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之后，可以按照生
活费支付工资，支付金额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朱柏涛提醒广大劳动者，在签
订停工协议和降薪协议时，要注意
文书中是否明确约定降薪的幅度和
期限，防止被企业“永久降薪”或“超
标准降薪”。

博弈：合法降成本还是故意甩包袱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厦门
某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工人林源静和
流水线上的工友们一天都没有休
息。她们穿着防静电服在车间里加
速赶制防护服订单，机器 24小时不
停，她们10个小时不休息。

3月，林源静所在的企业向当地人
社部门申请了特殊工时制。今年1—4
月，厦门共开出179张特殊工时制审批
通过的通知单，涉及职工107104人。

通过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企业可以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的休
息日，实现企业生产淡旺季调节。以

林源静所在的企业为例，公司可以将
未来生产淡季的休息休假调剂用于
当下防护用品生产的旺季，职工加班
加点多出的工时可在生产淡季时享
受相应时长的带薪休假。

让林源静担忧的是，她和车间
里的不少工人都是临时工，企业现
在不发加班工资，几个月后自己若
是离职，就有可能拿不回这些加班
的“血汗钱”。

针对林源静的疑问，福建拓维
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春芳呼吁，人社
部门应严把审批关，以防疫情之下

不定时工作制被滥用。
胡春芳告诉记者，企业在申报

不定时工作制时，需要说明拟实行
特殊工时的工种及职工人数。如果
林静源所在岗位确属特殊工时岗位
的申报之列，职工拒绝实行特殊工
时制度的，双方只能解除劳动关系。

“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并不意味
着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要求员工加
班。”胡春芳强调，特殊工时制度分
为综合工时制与不定时工时制，如
该企业实行的是综合工时制，综合
计算周期内的实际工作时间不能超

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即每日工作
不超过 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超过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
间，并按劳动法第 44条第一款的规
定，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加班工
资。一个工资周期内如遇劳动节等
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企业应按规定
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

胡春芳建议执行特殊工时制度
的劳动者，当用人单位在邮件、微
信、工作群等平台发布要求职工在
双休日或节假日加班的通知，要及
时留存加班证据。

担忧：特殊工时制加班费“蒸发”

公司停工停产，齐飞说自己遭
遇“被通知”。3月 28日公司作出停
产决定，直到 4月 2日停工这一天，
他才在厂门口的公告栏上看到自己
只能拿到生活费的“通知”。

实施特殊工时制向人社部门报批
时，需要附上职工的联名意见。可林
源静说，自己从未收到过企业发出的
征求意见书，询问身边的工友，也没有
几个人能说清楚新制度中的“门道”。

“被通知”“被迫接受”“被降

薪”……疫情之下，一些劳动者正遭
遇这样的问题。采访中，面对疫情
期间的薪资问题，齐飞和林源静都
表达了想要获得“话语权”和“议事
权”的期待。

“疫情期间企业的降薪行为可
以理解。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起
商量。”齐飞表示，“拿一张降薪通知
应付我们这些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工
人，把工人接受降薪当成了一件理
所当然的事，太没有人情味！”

和齐飞一样，选择争取“话语
权”的还有厦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
市场销售总监张欣。她不想被迫等
待HR发来“降薪通知”，而是在复
工第一天主动给总经理递交了一份
自己起草的“降薪协议”：自愿降薪
50%，一周5个工作日坐班3天、休息
2天。张欣说：“自己的命运要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

“企业不征求职工意见，直接发
文降薪的操作方式，存在法律风

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
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家焱表
示，若出现职工反对，企业直接发文
降薪的行为可能被视为违法，如果
职工就此提出离职，企业要支付相
应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金。

“疫情下，企业降薪不可任性。”
黄家焱呼吁，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
要引入职工民主参与，纳入集体协
商内容，提交职代会审议，接受职工
民主监督。 （工人日报）

期待：想要争取更多“话语权”

近日，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就疫情防控期

间 劳 动 关 系 处 理、工 资 待 遇 及 支 付 等 问 题 进

行解答，回应社会关切。

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关系问题
省人社厅回应社会关切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
平均工资数据。数据显示，城镇非私营单
位年平均工资超过9万元；IT业年平均工
资超16万元，连续4年雄踞第一；曾经的
高富帅行业金融业被“科学家们”反超，沦
为第三；6大行业年平均工资超10万元。

城镇非私营单位
年平均工资超9万元

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 90501元，比上年增长 9.8%，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53604元，比上年增长 8.1%，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2%。

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分
析，非私营单位包括国企、外企等，大中型
企业居多，效益较好，而私营企业多数是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
私营企业，劳动者议价能力也不强，导致
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前者。

6大行业年平均工资超10万元

总体来看，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有6
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超过 10万元大
关，比2018年增加2个。

这 6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161352元，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133459元，金融业 131405元，卫
生和社会工作108903元，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7733元，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107708元。

其中，新晋 10万元大关的两个行业
是：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
长孟灿文分析，人民群众对多样化、多层
次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医疗卫生服
务进一步发展，卫生和体育行业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将继续提升。

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相关行业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2019年城镇非
私营单位中，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
业、新闻和出版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
别增长13.7%和13.4%。

IT业年平均工资超16万元
实现“四连冠”

数据显示，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年平
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达161352元。城镇私营单
位中，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也是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85301元。

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IT业平均工资
水平自 2016年首次超过金融业后，连续 4

年位居第一名。
为什么程序员们的工资增长这么

快？孟灿文分析，随着互联网应用不断拓
展，相关行业较快发展，就业人员工资水
平也快速提升。

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 13.6%，增
速比上年加快 10.4个百分点。城镇私营
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 11.8%，增速
比上年加快3.4个百分点。

“高富帅”行业金融业沦为第三

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平均工资为133459元，首次反超
金融业（131405元），列居第二名，而金融
业因为增长乏力而沦为第三名。

数据显示，金融业增速最低，2019年
年平均工资仅增长1.2%，而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增速为8.2%。

为何“科学家们”的工资“高歌猛进”，
反超金融业？孟灿文表示，随着创新驱动
战略深入实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以及
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实行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科研和高等教
育领域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也得到快速增
长。 （中国青年报）

最近，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0
年90后职场人洞察报告》，对1990—1999
年出生的职场人展开调研分析，揭示90后
职场人就业择业现状。

90后逐渐成为
多行业中坚力量

越来越多的90后人才聚集在各行各
业中，并且逐渐成为众多行业的中坚力
量。数据显示，近一年，在文教传媒、互
联网和金融三大行业中，90后从业者占
比均超四成。

而在机械制造、消费品、能源化工三
大相对传统的行业中，90后人数较少，占
比均在30%以下。

直播等热门领域
90后从业者超5成

在当下比较热门的领域中，如直播、
电竞、二次元，90后已经在这些领域中挑
起大梁。数据显示，在直播、电竞、民宿、
二次元、宠物五个领域中，90后从业者占
比均已超50%。

这些热门领域显著受益于互联网的
普及、亚文化的发展，90后正好处于这些
领域发展崛起时代，对这些领域的兴趣
和价值认同感较强，因此更受90后青睐。

超六成90后
没有职场危机

即使社交媒体总在调侃 90后的“人
生四分之一危机”，但事实上，90后适应
环境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数
据显示，63.69%的 90后表示目前没有职
场危机感。他们在职场上是自信满满的
一群青年人，这和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
物质相对富足的环境，大多家庭经济压
力小有关。

只要钱给到位
近八成90后接受“996”

目前的职场竞争十分激烈，“996”工
作制已经成为一些公司的办公常态，并
时常引发社会热议。90后对于“996”的
态度如何？调研显示，78.52%的 90后表
示“薪资足够高就接受”，11.98%则表示

“无论薪资多少都不接受”，9.51%因其
“没有办法不接受”而表示接受。从大部
分人的反应看，这种接受是有条件的，即
以足够高的薪资来交换。

90后择业
也注重职业成长空间

对于一份工作，除了薪资 90后最看
重什么？排名前二的答案是：个人技能是
否可以得到锻炼、个人的兴趣能不能得到
发挥，其得票率分别为 37.45%、31.94%。

“是不是得到他人认同”“是不是能在公司
承担更多责任”“对社会有没有意义”这三
项则依次位居第三至第五。由此可见，在
薪资之外，90后比较看重工作对于个人技
能的提升和兴趣的发挥，体现了他们对自
身职业成长空间的重视。

超半95后有副业

调研发现，近五成90后有副业，其中
在 1990—1994 年 出 生 的 职 场 人 中 ，
49.26%的人有副业。而在 95后中，有副
业的人占50.26%，比例更高。

在 1990—1994年出生的职场人中，
从业人数比例最高的副业是微商、撰稿、
代购、设计；而95后从业人数比例最高的
三大副业为微商、家教、摄影。这几个副
业的共同特点体现为：工作时间相对灵
活，如微商、代购、家教；创意性较高，如
撰稿、设计、摄影。 （中国经济周刊）

据人民日报报道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 2019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数量达 445
万人，每千人口护士数达 3人，大专以上

学历护理人员超 70%。我国护理事业总
体发展较好，但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比如基层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偏远地区和
农村的护士还相对不足等。

专家建议，完善护理课程的设置和内
容，吸纳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护理专业；加强
对在职护士的继续教育，注重专科护士的
培养工作，让护士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

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平均工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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