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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赵冰于2013年 5月1日到被
告某销售公司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
一次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1 日止。原告称被告于
2016年 4月份强行将原告辞退回家，
被告不予认可，称系原告无故不到公

司上班，但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
证明。

经审理，临河区法院判决被告于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赔偿金。

法官说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
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
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
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负有管理的责任和义务，用人单
位主张因劳动者原因导致劳动合同解
除，应负有举证责任。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赔偿金。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日专电）

劳动者如何合法维权？
原告王瑞系被告某液压阀公司职

工，双方签订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
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书面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再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王某在被告处工作至
2016年3月份，被告为原告发放工资，

缴纳社会保险费。
经审理，临河区法院判决被告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2016年
1月1日至3月31日的双倍工资差额。

法官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原
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为其发放工
资，缴纳社会保险费，应视为双方建立了

新的劳动关系，被告公司有责任与义务
在双方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后一个月内与
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法官提醒，劳动者应及时要求签订
劳动合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单位不签
合同时，要及时申请仲裁。关于双倍工
资的仲裁时效问题，其仲裁时效期间从
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一年内
不申请劳动仲裁即超过仲裁时效。

被告刘林自2013年到原告广告公司
工作至2015年6月份，工作期间，被告未
休带薪年休假，原告也未为被告发放带薪
年休假工资。被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
告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经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3年1

月至2015年6月份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
资。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
要求判决不支付被告带薪年休假工资。

经审理，临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原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被告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份

的带薪年休假工资。
法官说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三条的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
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
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不计入年休假假期。”刘林应自2014年
起开始享受带薪年休假是毫无疑问的，
而原告公司未安排带薪休假，也未发放
带薪年休假工资，显然是不合法的。

法官提醒，带薪年休假工资作为劳动
报酬的一种，用人单位要根据劳动者个人
申请或合理安排带薪休假，如不能及时安
排休假，也要足额为劳动者发放带薪年休
假工资，维护并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

近年来，“讨薪”“维
权”已成为老百姓热议
的话题，也是令很多企
业头疼的问题。如何合
理合法地维护劳动者权
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的法官们归纳总结了在
日常审理工作中较为常
见的劳动者维权案例，
通过对未签劳动合同双
倍工资、带薪年休假、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等案件的分析解读，提
醒劳动者提高维权意
识。同时也提醒用人单
位合法用工，建立和谐
劳资关系。

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继续用工，应支付双倍工资

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应予保护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赔偿金

4月26日，河北一家公司工人在电动汽车生
产线上作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1日发布报告，今年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比上月下降0.1个百
分点。

当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5％，比上月小幅回落
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增速有所放缓。

分行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5％，
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业务总量增速有所放
缓。批发业、道路运输业、餐饮业、保险业、居民服务
及修理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企业业
务总量有所减少。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9.4％，
比上月上升1.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企业生
产活动进一步加快。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5月1日，北京市西城区地税局第二税务所的工作
人员为纳税人办理二手房交易代开增值税发票。

当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在全国推开。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营改增在全国推开

4月份PMI小幅回落
为50.1%

⬅石家庄边防检查站检查员穿着
佩戴新式标志服装。 新华社发

全国武警官兵5月1日起佩戴新式标志、服饰新华社北京5月 1日电 （记者刘
新）根据武警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总
体安排，武警各部队将于5月1日起，统
一佩戴新式标志、服饰。

新式姓名牌尺寸、字体与军队一
致，底色保留原深橄榄绿色。新式胸标
分金属和织唛两款九类，用“武警”“北
京”“机动部队代号”“院校”“警种部队
名称”等字样区分单位，胸标中心图案
由盾牌和双枪构成，双枪以56式半自动
步枪为原型，象征军事属性，左右两侧
为长城象形设计，象征武警部队是国家
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盾牌是武警部队
的特色符号，盾牌下配橄榄枝，寓意和
平稳定。

新式臂章分为通用臂章和特殊勤

务臂章，通用臂章全部队统一款式，用
于常服、执勤服、作训服、作训大衣、棉
大衣、文工团演出服。特殊勤务臂章共
八类，分别为仪仗队、国旗护卫队、国宾
护卫队、救援、特战、猎鹰突击队、雪豹
突击队和飞行分队臂章，佩戴于各自专
业服装。

新式臂章与现行臂章相比，有5点
不同：

一是外形轮廓、尺寸作了改进，与
军队保持一致；

二是改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全称，指代更加明确；
三是对橄榄枝进行了变形设计，开

口外展，增强了美观性；
四是图案颜色由深黄改为浅黄，底

色加深，对比效果更佳；
五是除国宾护卫队臂章仍保持黄

色包边外，其余臂章均改为浅绿色包
边。新式臂章缀钉方式为两种，作训服
装采用粘贴式，常服采用插袢式。

劳动者
权益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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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位于“绿区”内
的设施当天没有遭到冲击。当地媒体
早先报道，美国驻伊拉克使馆人员紧
急撤离，但使馆方面随后出面驳斥这
一说法。

负责首都安保的巴格达作战司令部
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说，示威当天，伊拉
克安全部队加强了全市的安保措施，关

闭了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
努曼说：“我们依然将此事当作示威

活动来对待，我们将不会参与其中，因为
这不涉及恐怖主义。”他补充说，如果示

威升级成暴力冲突，安全部队不会坐视
不管。

阿巴迪当天发表声明，呼吁示威者
和平抗议，不诉诸暴力，不损害国家财

产。他安抚说：“现在巴格达的局势尽在
安全部队控制之下。”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也发表声明，
表示“严重关切”。声明谴责个别示威者

的暴力行径，呼吁示威者“在这个关键时
刻尊重宪法，保持克制和冷静”。

当天晚些时候，路透社记者看到，效
忠萨德尔的民兵组织已经控制了议会大
楼内的秩序，示威人群陆续离开议会，转
战到“绿区”内的阅兵广场，搭起一顶顶
帐篷。 王宏彬

（新华社专特稿）

数千示威民众冲击“绿区”，要求政府推进改革严惩腐败

伊军方宣布巴格达进入紧急状态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数千

名民众4月30日举行示威抗
议时，冲破“绿区”外围安保
防线，进入这一戒备森严的

“政府大院”，一度闯入议会
大楼。示威者高呼口号，挥
舞国旗，要求政府推进改革、
严惩腐败。

为应对这一“罕见”局
面、防止恐怖分子趁火打劫，
伊拉克军方当天宣布，巴格
达进入紧急状态，所有进城
道路暂时关闭。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当天有数千名
民众聚集在巴格达市中心“绿区”入口处
示威抗议，其中绝大多数是什叶派宗教
人物穆克塔达·萨德尔的支持者。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拉克前
领导人萨达姆的政府所在地被美军和伊
拉克新政府用水泥墙和铁丝网圈起来，
称之为“绿区”，又叫“国际区”。“绿区”现
在是伊拉克中央政府机构和西方国家使

馆所在地，安保极其严格，进出需要特别
通行证，被许多伊拉克人视作政府脱离
民众的象征。

当天早些时候，萨德尔在伊拉克南
部宗教圣城纳杰夫发表电视讲话，抨击

一些意图阻挠改革的政治派别，呼吁政
府进行全面整改。就在他讲话后不久，
他的支持者开始在“绿区”外聚集，有人
带头翻墙，还有人推倒水泥防爆墙，带领
示威者源源不断地闯入“绿区”。

当天临近傍晚时分，由于涌入“绿区”
的示威者人流不断，安全部队士兵不得不
施放催泪弹并朝空中鸣枪示警，造成多人
受伤。但除此之外，示威人群和安保人员
并未发生冲突，安全部队一直在放行。

示威者向社交媒体上传的照片和视
频显示，至少数百人闯进议会大楼，大厅
里一片伊拉克国旗的海洋，一些示威者
坐上议员的席位，还有人拿手机自拍。

当天议会休会，但仍有一些议员在
楼内办公。视频显示，几名议员在保镖
护送下撤离。有一名议员被示威者堵在
楼里，被连呼巴掌。还有一名议员的车
队离开现场时被群起围攻。

当天的示威游行并非突发事件，而
是已经发酵一段时间。最近几个月来，
萨德尔的支持者一直在“绿区”入口处举
行示威和静坐，要求政府全面改革、严惩
腐败。

萨德尔是伊拉克什叶派重要人物，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后，以其鲜明
的反美旗帜和平民姿态，赢得大量什叶
派民众的支持，成为伊拉克政坛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萨德尔本人号称潜心研
习宗教，不在政府任职，但他领导的派系
是议会第二大政党，此前占据着3个内
阁要职。

去年8月，刚上任不久的伊拉克总

理海德尔·阿巴迪推出一系列改革举
措，意图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官员特
权、重振军队士气。今年2月，他提出，
要打破现有的按照民族和宗教派系分
权的现状，代之以一个高效的技术官

僚体系。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国内的

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逐渐形成一
个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依此建立的权
力分配体制由于效率低下和贪腐严重饱

受诟病。
阿巴迪的政改措施在推进时遭遇

重重阻力。议会原定于4月30日就新
内阁人选举行表决，但因分歧严重推迟
会议。

阿巴迪想把内阁席位从原来的22
个减少到16个，其中14名部长将被替
换，目前只有5名没有实权的部长人选
获得通过。

数百人闯进议会大楼

阿巴迪称局势尽在安全部队控制之下

萨德尔支持者要求政府全面改革

4月30日，巴格达民众冲进“绿区”后聚集在盛典广场。 新华社/法新

首次网络直播股东大会

巴菲特上演6个小时
“年度脱口秀”

畅谈公司业绩、宏观经济、投资
策略与人生哲学

85岁的巴菲特和92岁的搭档芒格日前亮相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6年股东大会，上演了
长达约6个小时的“年度脱口秀”，畅谈公司业绩、
宏观经济、投资策略与人生哲学。

以往，全球投资者需要尽早预订机票、酒店，从
世界各地飞往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小城奥马哈
才能有机会聆听到这两位投资“教父”在股东大会
披露的投资心得。但今年，巴菲特决定首次对股东
大会进行网络直播，并提供多种语言同声传译，让
更多全球投资者在家便可观摩这场“投资盛宴”。

谈及为何出售欧洲再保险公司股份时，巴菲
特表示，低利率水平令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降
低，未来10年再保险业务将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
力。当被问及商业银行的衍生品风险敞口是否会
影响该公司对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的投资时，巴
菲特说，他并不担心该公司对这两家银行的投资，
但衍生品业务仍然是金融市场的“定时炸弹”。他
表示，有鉴于此，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50家银行
中有45家他不会考虑进行投资。

谈到美国房地产，巴菲特认为当前房地产投
资不像2012年那样有吸引力，但也并未出现全国
范围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如果下一轮危机来临，
他认为不大可能由房地产造成。

由于美国是原油净进口国，巴菲特认为低油
价整体而言对美国经济有利，消费者也会从低油价
中受益。尽管原油产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一部分，
但即便油价下跌，美国经济总体上仍在持续改善。

针对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未来首席执行官人
选，巴菲特说一直以来未披露具体人选主要有两
大原因，一是没人知道何时会执行继任计划，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二是继任计划执行之时，继任人选
可能会发生变动。美国媒体透露，目前伯克希
尔－哈撒韦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
和负责公司再保险业务的阿吉特·贾殷是理想的
接替人选。

谈及参加今年股东大会的最大感受，盈信瑞
峰基金合伙人张峰说：“面临各种变化，巴菲特总
能以不变应万变。”他表示，不管面临哪些变量，都
要争取找到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并能随着变化及
时改变的伟大企业和伟大企业家，是巴菲特投资
的核心大法。

尽管今年股东大会很少涉及中国经济话题，
参会的中国投资者仍然数量不少，当地媒体预计
在3000人左右。新浪网副总裁邓庆旭表示，随着
近年来中国投资者数量大幅增长和财富管理需求
上升，中国投资者对巴菲特股东大会的兴趣日渐
浓厚，他预计未来几年参会的中国投资者人数还
会增长。 记者高攀

（据新华社美国奥马哈5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