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购时间：1月30、31日 2月1日 抢购地点：新开大酒店一楼大厅
抢购热线：4006-900-166 4008531856 18763528688

全场海参三折起售

★★ 极极 品品 野野 生生 淡淡 干干 海海 参参 99 88 00 00 元元 // 斤斤 ，，只只 卖卖 33 99 99 00 元元 // 斤斤

★★ 极极 品品 野野 生生 老老 淡淡 干干 海海 参参 77 55 88 00 元元 // 斤斤 ，，只只 卖卖 33 66 88 00 元元 // 斤斤

★★ 精精 品品 野野 生生 淡淡 干干 海海 参参 77 99 00 00 元元 // 斤斤 ，，只只 卖卖 33 77 88 00 元元 // 斤斤

★★ 精精 品品 野野 生生 干干 海海 参参 44 99 88 00 元元 // 斤斤 ，，只只 卖卖 11 88 00 00 元元 // 斤斤

★★ 精精 品品 野野 生生 干干 海海 参参 33 99 88 00 元元 // 斤斤 ，，只只 卖卖 11 66 88 00 元元 // 斤斤

★★ 特特 价价 精精 品品 干干 海海 参参 33 44 88 00 元元 // 斤斤 ，，只只 卖卖 99 99 99 元元 // 斤斤

抢抢购购地地点点：：聊聊城城市市新新开开大大酒酒店店一一楼楼大大厅厅 电电 话话 订订 购购 货货 到到 付付 款款 (( 包包 邮邮 )) 七七 日日 内内 不不 满满 意意 无无 条条 件件 退退 换换 货货 。。

全场除特价海参外

威海刺参 滋补上品
冬季进补，首选—威海刺参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今今日日聊聊城城与与威威海海参参户户联联手手为为水水城城人人民民送送上上新新春春""参参参参""祝祝福福，，终终结结暴暴利利，，从从码码头头直直达达百百姓姓餐餐桌桌

关注威海刺参微信好礼相送！

扫二维码并转发活动内容或凭本报现场购买，除以上优惠外还可享5%折扣

折起

再送

凡凡在在活活动动期期间间购购买买海海参参
◎◎满满11000000送送价价值值559988元元//盒盒//

110000克克鱼鱼翅翅一一盒盒。。
◎◎满满33000000送送999999元元海海参参一一斤斤

特特别别提提示示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李怀磊 美编：边珂 组版：郑文今 日 聊 城 <<<< C05家园·关注

工工作作未未满满一一年年不不发发年年终终奖奖引引争争议议
记者调查发现，年终奖发得很“任性”，基本上是老板说了算

春节就要来临了，辛苦工作了一年的广大职工们，就盼着在年终能领上一份丰厚的年终奖。记者调查
了解到，很多企业发放年终奖都很“任性”，基本上都是老板说了算。终奖的性质是什么？发放标准由谁说了
算？法律依据怎么确定？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给予解答。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林鑫

小郭在今年与单位签订了
劳动合同，单位最近在发放年
终奖时，没他的份，他不理解，
找到领导。领导给予的答复是
他工作未满一年，按照公司相
关规定，未满一年不得发放年
终奖。小郭认为，这种规定不合
理。

市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岁末年初之际，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因年终奖的发放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并不少见。
争议表现在年终奖的发放条
件、标准和时间等方面。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用人
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
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直接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
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
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
动者。小郭所在单位在小郭入
职前，规定了年终奖的发放标
准。该公司的这项办法属于其
用工管理自主权的范围，这一
规定并不违法。

案例>>

工作未满一年
不发年终奖

而市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
员强调，《劳动法》第46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
则，实行同工同酬。小郭所在公
司规定的：“工作未满1年的员
工，当年不享受年终奖”，这里

“工作未满1年的员工”存在两
种情形，一种是当年新入职的
劳动者，另一种是当年中途离
职的劳动者。当年新入职劳动
者与其他同岗位劳动者一样工

作到年底，次年仍继续工作，均
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激励的对
象。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以

“工作未满1年”为由不支付当
年新入职劳动者的年终奖，违
反了同工同酬的原则。该公司
应当支付小郭年终奖，支付标
准按照本岗位年终奖标准并结
合小郭今年在该公司工作时间
与全年时间的比值计算。

该工作人员说，针对另一

种情形，即当年中途离职的劳
动者，如果非因用人单位方面
的原因中途离职的，因未工作
到年底，不符合年终奖一般用
于激励在职员工这一主要目
的，则用人单位在有制度规定
的前提下，完全有理由不发放
当年年终奖；但如果系用人单
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主张当年年终奖，则具有其
合理性。

原则>>

年终奖发放
要同工同酬

市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年终奖属于奖金的一种，是工
资的组成部分，具有工资的一般
特点。比如，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符
合领取年终奖的条件下，必须依
法及时足额以现金形式支付，不
得无故克扣或者拖欠，也不得以
实物或有价证劵等形式代替支
付；年终奖发放要遵循同工同酬
的原则等。同时，年终奖作为一种
奖金，与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等相
比，从支付条件、标准、支付周期

等来看又有其特殊性，它一般是
一次性的，且一般与劳动者的年
度绩效挂钩，不像基本工资、岗位
工资等固定工资那样刚性。劳动
法律法规未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发
放年终奖，更未规定用人单位发
放年终奖的标准、条件、时间等。
这些要素均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
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
法自主确定。

“年终奖的发放首先要看
该公司有无相关规定。其次，要

看该公司是否依法定程序制定
并公示或告知了劳动者，再其
次，要看公司关于制定年终奖
发放办法的内容是否违法。不
同的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目
的虽不一样，其共同点是，都是
为了促进用人单位内部员工之
间的良性竞争和保持、提升与
单位外部的竞争力，它不只是
褒奖已过去一年员工所取得的
业绩，也在于留住员工，让员工
再接再厉。”

规定>>

年终奖不得无故
克扣或拖欠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各行
业“年终奖”发放差异很大，有的
以物品代替，发一些油、米、面等
生活用品，而有的则是多发放几
个月的工资不等。而普通员工和
领导层差距大，有的企业从老总
到经理年终奖是员工的五倍以
上。但发放基本上都是老板说了
算，好几年领不到年终奖的职工
大有人在。

一位企业职工说，在入职前，
公司答应会给予年终奖，可是两
年也未兑现，他们现在已经对公
司失去信任，正准备跳槽。“年终
奖的发放虽然跟公司效益挂钩，
可是老板如果什么都一人说了
算，是不尊重职工的，这样的企业
不值得留下来。”一位职工说。

市创业大学一位导师认为，“年
终奖”发放，首先要过“民意关”，各
企业发放“年终奖”不能由老板说
了算，应该经过职工代表决定，有
工会的企业应该为员工说话。“‘年
终奖’的确要与企业的效益挂钩，
但这需要数字说话，不能老板一人
说了算。‘年终奖’发放应该公平、
公正。‘年终奖’对于企业来说，往
往是留住职工的关键。”

年终奖发得

很“任性”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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