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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岗位的
应当具备合理性，否则劳动者可以
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
偿金。”天府早报记者从成都市中
院了解到这样一起案例，黄某于
2010年到成都某公司从事生产、
品质管理工作，双方签订了3份劳
动合同。其中2017年4月签订的
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7年4月
8日至2022年4月7日止，公司聘
用黄某从事仓储部经理岗位工作，
公司有权根据对黄某的考核结果、
工作表现等情况对黄某的职务或
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等。

2017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发布
《关于黄某等人职务任免的决定》：
免去黄某仓储部经理职务，改任仓
储部库管员”。仓储部经理和仓储
部库管员的工作职责不同，后者工
资更低。黄某当天便向公司请假

一个星期。4天后，黄某通过邮寄
方式向公司递交了一份《通知》，以
公司无故解除其仓储部经理职位、
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迫使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等为由，
通知公司自2017年9月15日起解
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金、2016 年年终奖、购股出
资、双倍工资的另一半等。当月
22日，公司作出处罚通报，通报黄
某旷工5日，扣除黄某9月份工资
并予以辞退。

黄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解除与
公司的劳动关系；公司支付至解除
劳动关系之日止的工资9000元；
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42000
元（自2010年入职到2017年共计7
年，月平均工资6000元）。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公司

支付黄某经济补偿金42000元；驳
回黄某的其他仲裁请求事项。

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有
权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对劳动合同
进行变更，但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劳
动者利益，非因劳动者原因，用人
单位不能违反劳动合同约定随意
降职降薪。本案中，公司免去黄某
仓储部经理职务，改任仓储部库管
员，实质上变更了劳动合同的主要
内容，改变了黄某的劳动条件。

周冬平律师表示，“用人单位
有权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对劳动合
同进行变更，但不得滥用权利损害
劳动者利益，不能违反劳动合同约
定借调岗之由随意对劳动者降职
降薪，否则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未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竞聘、换岗降薪、更换工作地点……

@中年人 职场中这样维护合法权益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人到中年，上有老
下有小，却还要面对
残酷的职场竞争。天
府早报记者调查发
现，成都不乏这样的
劳动争议案例：竞聘
失败被调整到新岗
位；家住青白江，岗位
突然调到武侯区，通
勤时间增加约3小时；
仓储部经理变成了仓
储部库管员，薪水降
了一大截。这几件案
例的主角最终都通过
法律途径保护了自己
的权益。成都泰和泰
律师事务所的周冬平
律师提醒劳动者，“强
化证据留存意识，发
现劳动权益遭受侵害
时及时主张，依法维
权。切忌在双方矛盾
激化解除劳动关系后
‘一次性’主张，避免
相关权益因超过法定
仲裁时效而无法实
现。”

此前，成都法院还发布
了一个竞聘调岗的案件，就
职于四川某建设公司处从
事管理岗位工作的李某，因
为竞聘失败，从成都被调至
位于凉山州项目监理部工
作，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他
被公司以无故旷工为由解
除了劳动关系。最终法院
认定该公司的行为是“违法
解除”。

那么，劳动者如何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周冬
平提醒说，要全面深入理解
相关法律法规，“强化证据留
存意识，应当注意留存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保缴纳记
录、工资支付凭据、工作证
明、企业公示的规章制度、加
班记录、请销假条、劳动合同
等凭据。尽量保存证据原
件，必要时可以向公证机构
寻求支持，以备劳动争议发
生后，在仲裁、诉讼等过程中
为查清案件事实和支持诉讼
请求所用。”

此外，周冬平特别提到，
要有时效意识，“发现劳动权
益遭受侵害时及时主张，依
法维权。切忌在双方矛盾激
化解除劳动关系后“一次性”
主张，避免相关权益因超过
法定仲裁时效而无法实现。”

●公告：2016年1月
25 日，李彦斐在青
白江区红阳玉带满
园春农家乐捡拾一
女性弃婴，请孩子亲
生父母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青白江
区社会福利中心联系。电话
028-83661990，即日起 60 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按规定予以
安置。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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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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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相关手续和证照。本刊不对所
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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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王小晓饮品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编号：JY151010040
007885）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一只酸奶牛特色酸奶
店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860
0735364）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黄伟川A96150道路运输证遗失
●和平轮胎服务中心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323160002
2085）遗失作废
●郫县海男服装店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0124
600366319遗失作废
●郫县义良特香面包店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129211977
06108211）遗失，声明作废
●张大哥中餐馆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01247050713）遗
失，声明作废
●郫县龙家片片鱼火锅店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246000
31363）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满湘源家庭农场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1001
52320，发票号码:21424172-21
424175共4份，遗失作废。
●郫县张记纯粮酒坊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24600119915遗失作废
●郫都区诚明教育咨询服务部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罗麟购CW-C-31房收据20
18.12.2编号0060675诚意金转
定金 10000、2018.12.26 编号
0061730房款20000遗失作废
●杨兴惠不慎丢失成都大学
(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毕业证,
证书号 110791201606003690,
声明作废
●李蕾身份证号11010819740
9286029，注册会计师全科合格
证遗失作废
●胡应林高级会计师证书遗失，
声明作废。

●高新区五颜牛舌餐饮店（税
号：92510100MA69JKYJ6Y）类
别代码：051001800107，发票号
码：88634138、88705248、8870
5295遗失作废
●彭州市天彭镇馨然之家商行，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 ：51070219740805253701）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恒定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03007
661）遗失作废。
●成都隐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
MA62QXLPXX）营业执照副本；
公章（编号：510108512510
5）均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道车天下修
车行公章（编号：51011250141
33）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恩吉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0
500966964经公司股东决定注
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
●双流新广华燃气有限公司（注
册号：510122000134507）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公司成都商
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5101001903692，核准日
期1991-8-1，声明作废
●更正通知：2019年5月10日
在本栏目登的四川正友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225
030137遗失作废，现正常使用。
●成都联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原旧公章（编号510100828095
0）、财务章（编号5101008280
951）、法人章陈秀华（编号510
100828095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彭州市三界镇千贝蔬菜产销农
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号：510182
NA001253X，经合作社全体成
员一致同意决定注销合作社，
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逾期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蒲江县鹤山镇罗忠成农家乐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3
1600056831核准日期2012年
4月27日）遗失作废
●大邑县晋原镇瑞展汽车配件
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5101296
00189427遗失作废
●大邑晋原镇恒合装饰门市营
业执照正副本：5101296001171
34；大邑县靖霖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510129600013713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募思教育咨询（成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
MA6DEJ884J）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紫东楼
段35号1栋1单元明宇金融广
场 24层 2401A、2405、2406 号
房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海力优品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066956099K】 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注销本公
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成都名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大邑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10129000017245遗失作废

●成华区静蓉理发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860009
3983）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新都区佳友奇味轩火锅店税
务登记证（税号：51012519690
7300934A3）正副本遗失作废。
●新都区佳友奇味轩火锅店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25600501
737）正副本遗失作废。
●新都区奇味轩火锅宝光大道
店税务登记证（税号：51012519
6907300934A1）正副本遗失作废
●新都区奇味轩火锅店税务登
记证（税号：510125196907300
934）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余良纺织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510125000164113】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新都马超西路服务网
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14MA61U9RX9C】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
司新都马超西路服务网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14MA61U9RP3K】营 业 执 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弥月宝贝母婴健康护理
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77853801) 遗失作废。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锦兴支行，账
号:150395183，特此声明。
●付曦遗失与成都欣然置业有
限公司签订的购买西派城D区
12幢 1单元 101号房的收据2
张，编号：08052298、08052484
，声明作废
●余万辉遗失与成都欣然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西派城D
区7幢1单元401号房的收据1
张，编号：08052490，声明作废

●李月红遗失与成都欣然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西派城D
区12幢1单元102号房的收据2
张，编号：08052295、08052489
，声明作废
●金牛区菁英化妆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6
601982704，经营者：陈英）、由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国家税务
局、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
2016年5月3日颁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51132419900205680901号）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万科川府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万科翡翠公园一期三标段
6、7、8号楼精装房及公共空间
装修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督备
案表登报，编号：Z2018-0012，
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央金盛银成都金融
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0MA61U31J2E
】拟变更法人及股东，法人：张荣
511002199102266614 变 更
为：谢本辉5110281984041442
16 股东：成都志斌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央媒视界成都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变更为：谢本辉（511028
198404144216）、邹兴泉（5103
22198705280016）变更之前的
债权债务由旧法人及股东承担；变
更之后的债权债务由新法人股东
承担，时间以工商变更为准。
●注销公告：四川省鑫满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6823812847）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个体户胡让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22600512
355，声明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煎茶小勇
鲜肉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10600036734）遗失作废
●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
第九分公司，川A8117挂，道路
运输证（川交运管成字034178
1号）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通 知:成都锦华万达广场商
户：我司根据川发改价格（2018
）395号文件要求，进行电费退
还工作，在退费过程中无法联系
到商户古隆福，烦请在登报日起
一周内到成都锦华万达商管公
司办理退费事宜,逾期按相关规
定处理。联系方式：客服中心
028-66618886
成都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3日
●四川省永兴商务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法人章（法人：陈
琪，法人章编号：510105002206
6）声明作废。
●曾学芬遗失与成都欣然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西派城D
区5幢3单元301号房的收据2
张，编号：08052235、0805248
2，声明作废
●罗留娣遗失与成都欣然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西派城D
区5幢1单元301号房的收据2
张，编号：08052296、0805248
1，声明作废

仓储部经理变库管员
解除合同获赔 42000 元补偿金

更换工作地点，可能意味着要
增加通勤时间。但你知道吗？在
劳动合同期限内，用人单位有权根
据自身经营需要对劳动岗位进行
合理变更，但是，关于工作地点的
调整，应在一定的地域内，如超出
劳动者合理承受的范围，则调岗不
具有合理性，不能得到法院的支
持。

雷某在一公司青白江分公司
上班，双方2017年签订了期限为5
年的《劳动合同》约定，乙方从事销
售员岗位工作，甲方可调整乙方至
甲方的其他营业场所或甲方的其
他关联企业处工作，乙方自愿同意
服从甲方的调整安排。

2018年7月7日，该公司作出
《关于支援地区集团店铺改造工作

的通知》，要求雷某到武侯区门店
工作，雷某未前往武侯门店工作，
仍在原门店工作。该公司以雷某
不到新岗位工作属于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雷某收到公司的解除通知后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该委作仲裁裁决书，裁决该公司支
付雷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9209.59元。据悉，雷某居住在成
都青白江区，原岗位在青白江区，
调岗前原早班为 9:30 至下午 15:
30，调岗后需7:30乘坐班车到新岗
位，晚上7点后回到青白江区，调
岗后每天通勤时间增加3个小时。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
于用人单位解除与雷某劳动合同
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用人

单位以雷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其
主张的依据在于雷某逾期不到调
动后的岗位上班，存在旷工情
形。本案中，雷某居住在青白江，
原岗位在青白江，调动后的岗位
在成都武侯区，即使公司提供了
班车，但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增
加约 3 个小时，明显超出一个劳
动者合理承受的范围，因此调岗
不具有合理性。最后，雷某拒绝
到新岗位报到后，仍在原岗位继
续上班，不属于旷工。青白江分
公司以雷某旷工、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事实依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
属于违法解除，理应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青白江换岗到武侯区
每天通勤时间增加 3个小时

换岗降薪

换工作地点

律师
提醒

企业不能随意
降职降薪

劳动者注意留存
社保等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