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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和企业签订劳务协议，在农民工受伤后，如果
主张双方是劳动关系，该如何判断双方之间的关系呢？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
二中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性
质不能仅依据双方的约定来确定，而应根据双方的实
际情况综合认定。

派送员工作中受伤
仲裁与一审均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

今年 43岁的邱某老家在山西省洪洞县，于 2018
年7月20日入职北京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以下简称人
力资源公司）。双方签订劳务协议书后，邱某被安排
至每日优鲜公司担任派送员。

2018年 8月 6日，邱某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生活
区东平里附近送货时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
警认定对方负全责，但邱某因胫骨骨折住院54天。出
院后，邱某一直休养未再上班。

邱某认为，他的事故伤害已构成工伤，但由于人
力资源公司未给他缴纳工伤保险，无法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于是在2019年5月17日，他向北京市西城区仲
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其与人力资源公司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此后，北京市西城区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认定
人力资源公司与邱某在 2018年 7月 20日至 2019年 5
月1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邱某不服仲裁裁决，向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双方已签订《劳务
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系“劳务合作关系”，双方不
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人力资源公司业务
内容不涉及每日优鲜的配送工作；再次，邱某独立完
成工作，其不受公司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而是
受站长管理，双方处在同等地位。

今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时认为，邱
某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并不具备劳动合
同的特征，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是，
该院判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到底是什么关系
要以双方之间实质关系为准

邱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诉。
今年9月，北京市二中院在审理该案时查明，人力

资源公司与每日优鲜公司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约定，人
力资源公司为每日优鲜公司提供物流配送、仓储管理
和打包等服务。

上述协议内容表明，为每日优鲜公司提供物流配
送和仓储管理等服务，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公司正在开
展经营的一项业务，人力资源公司为了履行其与每日
优鲜公司签订的上述外包合同，将邱某安排至每日优
鲜公司进行工作。

此外，人力资源公司与邱某在书面条款中明确约
定，邱某应当根据人力资源公司或其合作伙伴的安排
及要求完成相关服务，并遵守人力资源公司及其合作
伙伴的其他服务条款与规则。

两家公司在外包服务合同中亦约定，每日优鲜公
司应当为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提供工作场所、相关作
业的标准流程、作业技巧、考核标准及服务规范，双方
还约定每日优鲜公司有权要求人力资源公司对其员
工进行相应的培训教育，要求人力资源公司员工按照
每日优鲜公司的操作规范作业。

北京市二中院认为，以上合同与协议的内容均表
明，邱某从事的工作需要遵守人力资源公司与每日优
鲜公司的服务条款及规则，并且邱某从事的工作正是
人力资源公司对每日优鲜公司提供的一项业务服务
的组成部分。

此外，人力资源公司分别于 2018年 8月 14日及
2018年 9月 18日按期向邱某转账支付了对应的劳动
报酬，双方亦均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综合
上述情况，人力资源公司与邱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
符合劳动关系的条件。

于是，该院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人力资源公司与
邱某自2018年7月20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

针对此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劳动法和社会保
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
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不是一纸劳务协议说了
算，而是以双方之间实质的关系为准。

沈建峰指出，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即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
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
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双方之间就是劳
动关系。 （中工网）

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不是一纸协议说了算

看数字
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29亿人

截至10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13.29亿人，
覆盖 94.9%人口。每 5位持卡人中有 1人同时申领了电
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服务渠道已开通 417个，群众通过自己
常用的APP或小程序，即可方便获取线上服务。这些渠
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
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掌上12333，工、农、中、建、交、邮储、
招商、平安等各大银行，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25个全
国性渠道，以及300多个人社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渠道、
100多个银行和社会渠道。电子社保卡秉持开放的态度
向群众提供服务，向社会赋能。

电子社保卡承载的应用越来越丰富，包括展码、亮
证、扫一扫、亲情服务、授权登录等 7项基础服务，40项
全国业务服务，各地还加载了更多的属地业务服务。

电子社保卡移动支付，已在27个省的224个地市支持
就医购药扫码结算，让群众快速享受就医服务。22个城市
开通了银联乘车码，群众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看用户
年龄最小1个月，最大118岁

3亿电子社保卡用户，年龄最小的是 1个月的小婴
儿，最年长的是 118岁的老寿星。全国已有 775万名老
人或孩子通过电子社保卡的亲情服务，由家人代为申领
电子社保卡，无年龄限制即可享受线上服务。

3亿电子社保卡用户遍布祖国天南海北，从佳木斯
市到三沙市，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到大兴安
岭地区，所有地市都开通了电子社保卡服务。

3亿电子社保卡用户中，男女比例为 6：4。无论男
女，最近半年最爱用的是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功能，疫情
期间电子社保卡为困难群体撑起一把保障伞。

不同年龄段的用户中，年轻人喜欢熬夜查社保

（22∶00—24∶00），老年人喜欢清晨看养老（5∶00-7∶00）。
“80后”最顾家，用亲情服务为父母和孩子申领电子社保
卡。31 岁申领电子社保卡的人最多，他们最关注未
来的保障。47 岁的女性爱学习，使用电子培训券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充电、保持进步。

不同地域的用户中，广东人最活跃，最常使用社保
关系转移功能，方便自己跨城市就业；山东人最爱用养
老金测算；河南的老年人最时髦，线上办理养老保险待
遇资格认证次数最多。

看未来
“一网通办”“全业务可用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今年6月，中
国网民规模已达9.4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2%。
基于手机形态的电子社保卡是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必
然选择。明年，预计超过5亿人将拥有电子社保卡。

在政务大厅办事时可以持电子卡亮证、扫码或刷
脸，还可以在自助机或网上大厅扫码快速登录……人社
部门计划利用2年左右时间，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
息化便民服务创新提升行动，推进“全业务用卡”，不仅
在人社领域实现身份凭证用卡、人社缴费凭卡、补贴待
遇进卡、工伤结算持卡，还将推进各类人社“一网通办”
及其他网办事项都加载至电子社保卡中，方便群众随时
随地获取服务。

社保卡秉承开放理念，承载“一卡通”多应用。不仅
继续支持实体卡持卡就医结算，还扩展支持电子卡扫码
就医购药。

电子社保卡申领已纳入今年的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清单。实体社保卡的异地申领补换也列入明年的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清单。社保卡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
系将不断健全，今后，群众申领社保卡更为方便快捷。

建立以社保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一卡通”，这个未
来，你我看得到；这些服务，值得期待。

（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数据中的“社保”世界
今年 1 月底全国电子社保卡申领突破 1 亿张；6 月底突破 2 亿张；时隔 4 个多月，11 月

20 日，电子社保卡抵达 3 亿大关。超过 1/5 的群众可通过电子社保卡获得贴心便捷的就业、

社保线上服务，幸福感满满。

本报讯 12月1日起，泉州公积金实施新政，针对办
理逐月提取还贷（简称“冲还贷”）业务，公积金账户还有
剩余资金的职工，可以提取公积金余额冲还本金。该业
务一上线，即受欢迎，首日办理近 1400笔业务，金额达
5700多万元。

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冲还贷+还本”
业务在泉州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http：//www.
qzgjj.fjqz.gov.cn/）、“泉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
线上办理无需提供任何材料，一步办结。

具体办理路径为：泉州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
厅—“办结业务”—“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金提

取”；“泉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办事大厅”—“提
取受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金提取”。在实
际操作中，点击“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金提取”后，
系统将自动判断客户是否有办理冲还贷，如果有，则
提取至余额剩 6 个月的缴交额；如果没有办理冲还
贷，则提取至余额剩 100 元。系统会自行判断是否还
款满一年，距离上一次提取是否满一年，条件满足才
可提取。

线上办理过程如遇问题，可拨打泉州公积金热线
12329咨询，或到公积金办事大厅线下办理。

（本报记者）

泉州公积金账户余额可提取还本金

本报讯 贫困户陈丽英 6年前患重病，花光
积蓄，负债累累，加之重病后一直无法行走，丧失
劳动力。建瓯市城乡居民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开
展精准扶贫入户调查走访时，了解到她的具体情
况，着手为她办理社会保障卡。

然而，陈丽英原户籍在宁德市古田县，嫁入
玉山镇后，一直没有在建瓯市落户，无户口，无身
份证，无银行卡，属于典型的“三无”人员，参保的
必要材料全部缺失。

为了解决陈丽英户口问题，工作人员直接与
古田县派出所联系，然而，陈丽英在古田的户口
已被注销，随迁落户的方案以失败告终。建瓯市
城乡居民社保中心多次与玉山镇派出所联系，经
过多番努力，陈丽英终于顺利落户，并办理了身
份证。

考虑到陈丽英常年卧床，行动不便，工作人
员与当地农商银行联系，为她开辟绿色通道，上
门采集信息，直接办理社会保障卡，并立即办理

参保手续。
类似陈丽英这样因特殊情况未参保及领取

养老金的困难人员，并非个例。
针对这些特殊人群，近年来，建瓯市城乡居

民社保中心多次组织入户走访调查，全力开展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核实，掌握了
535名贫困人员未参保原因，第一时间反馈至各
乡镇、街道，动员符合参保条件未参保的困难人
员参保。

对于一些特殊类型人员（如精神病人）未有
社保卡的，通过协调金融机构上门办理；对于外
出务工的困难人群，直接电话或微信建立联系，
尽量协调工闲或者假期回乡办理参保登记；对于
更换号码及住所的“失联人员”，通过走访邻里亲
友，多方取得联系方式，并协助帮助困难人员参
保，点对点逐个击破难题，全面扫清社保扶贫道
路上的障碍，做到贫困人员应保尽保。

（通讯员 张倩）

为贫困人员参保扫清屏障建瓯

本报讯 最近，浦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受理了一起来自四川省宣汉县的劳动仲裁申
请。覃某为浦城某合成革有限公司员工，以因工
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补助金、工伤医疗补
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期间的工资等工伤
待遇为由申请劳动仲裁。

本着预防为主、调解优先的原则，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与覃某取得联系，了解到她已返回四
川，往返浦城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经济成本，县仲
裁院启动了案前调解程序，经过多次电话沟通，
为双方当事人详细讲述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提供
法律释明和必要的风险提示。最终，双方愿意进
行案调解，签订调解协议书。

这是浦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进一步提
升劳动争议处置效能，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浦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遵循调
解优先原则，发挥劳动仲裁定纷止争职能，采取

多项措施，最大限度将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全县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针对劳动关系中易出现的问题，大力抓好劳
动纠纷预防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
险法》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从源头上规
范企业用工，协调劳动关系，减少劳资纠纷。

完善调解与仲裁衔接机制，联合基层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加强案前调解引导，仲裁员和调解员
共同向当事人讲解调解优势与好处、劳动争议案
件处理流程等内容，引导当事人在案前化解矛盾。

加强企业调解组织建设，在全县 19个乡镇
（街道）、2个工业园区、3家重点企业成立基层调
解组织，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充分
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

截至目前，浦城县劳动争议仲裁院受理劳动
争议案件 70件，未发生重大集体案件，劳动关系
总体呈平稳态势运行。 （通讯员 叶小兰）

浦城 多举提升劳动争议仲裁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