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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以小型货车为主，不免费或影响北跨

““小小型型货货车车应应归归入入小小汽汽车车免免费费””

三桥对鲁A牌照小汽车
同时免费固然喜大普奔，但
据记者了解，黄河大桥收费
标准并无“小汽车”一项，7
座以下客车和2吨以下货车
归入“一类车型”，而货车不
免费。记者调查得知，一家
普通的物流公司光过桥费
一年十几万。专家建议，后
者应该划入小汽车之中。

在部分企业，末位淘汰是常
用的员工激励机制。2011年8月1
日，马某进入一家房屋销售有限
公司担任区域经理，负责房屋销
售，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至2014年7
月31日。入职时，公司告知马某，

“凡是销售管理人员的业绩指标
完成不到50%，就会被淘汰。”

除了淘汰外，公司还明确规
定，淘汰后不支付任何赔偿金和
补偿金。工作两年后，马某因为
考核结果低于淘汰线，无法胜任
工作，根据《考核管理规定》，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给予任何
补偿。对此，马某以该公司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提起仲裁申
请，请求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

最终，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认定，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适用的规章制度内容
不合法，应当支付劳动者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房屋销售有
限公司向马某支付赔偿金17690
元。本案因业绩被淘汰解除劳动
合同而引起，房屋销售公司的规
章制度中有关业绩淘汰直接解除
劳动关系并不支付任何补偿的规
定内容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
违背，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实行“末位淘汰制”的
企业，仲裁委员会建议，对于绩
效确实不佳的员工，应当采取调
整工作岗位或进行培训。经调岗
或培训，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
人单位才能依据规定可以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并
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杨擎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记
者 刘雅菲 王皇） 3月16
日，济南黄河大桥即将免费
通行鲁A牌照小车。此前，有
部门负责人透露，济阳黄河大
桥和建邦黄河大桥都将同步
免费。1月19日，济南市交通局
局长刘程华确认了该消息。

18日，省委常委、济南市
委书记王文涛在参加济南市
两会时表示，3月16日，鲁A
牌照小汽车通过黄河大桥将
免费。19日，济南市交通局局
长刘程华对免费问题进一步
明确：将会有三座大桥免费，
分别是济南黄河大桥、济阳
黄河大桥以及建邦黄河大
桥。而这三座大桥都将在3月
16日同步免费。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济
南共有六座跨黄河大桥，分
别是济南黄河大桥（黄河一
桥）京台高速黄河大桥(黄河
二桥)、青银高速黄河大桥
(黄河三桥)、济阳黄河大桥
(黄河四桥)、平阴黄河大桥、
建邦黄河大桥，目前这些大
桥全都收费。

据刘程华介绍，除三座
免费大桥外，京台高速黄河
大桥和青银高速黄河大桥无
法免费。而平阴黄河大桥则
因为没有划入济南新区，目
前也无法免费。

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
10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
同意延长岚济路结庄收费站
和济南建邦黄河公路大桥收
费站收费期限的批复》，同意
延长济南建邦黄河公路大桥
收费站收费期限10年，收费
期限至2025年12月19日。也
就是说，离建邦黄河大桥的
收费期限还有接近十年。“关
于这些大桥免费的补偿问题
及具体的方案，目前政府正
在跟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刘
程华说。

在货车免费方面，刘程
华表示，之所以目前未明确
货车免费是因为要考虑多个
方面的问题。其中，济南黄河
大桥因为是1982年建成通
车，目前已经30多年了，还得
考虑车辆的安全通行问题。

三三桥桥同同步步免免费费，，补补偿偿正正在在协协商商
平阴黄河大桥不在济南新区范围暂不免，安全问题致大货车难免费

省人社厅公布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遭遭末末位位淘淘汰汰告告公公司司，，获获偿偿1177669900元元

因销售业绩不
达标被辞退，所在
单位该不该补偿？
用人单位同时要求
返还培训费和支付
违约金，违规吗？日
前，山东省人社厅
公布了一批劳动人
事争议典型案例，
涉及劳动者社会保
险缴纳、年终奖争
议和劳动争议赔偿
等方面。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在一家民营医院工作的孙
某，2014年3月参加工作，但双方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3月27日
孙某与医院签订了进修学习合
同，约定进修培训时间、培训费
用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约定内容
为：孙某到外地进修，其间每月
发放生活费600元，培训费用由
申请人支付70%，期满后被申请
人在申请人处服务不得少于三
年。

按合同约定，孙某到外地学
习，并支付了培训费用及生活
费。2014年8月底孙某进修结束
并在同年9月9日回到医院工作。
不过，去年2月13日，孙某提出离
职。对于孙某的行为，医院提出
仲裁申请，请求孙某返还培训费
9488 . 1元，支付违约金28464 . 3
元并赔偿损失10000元。

对于医院的仲裁申请，仲裁
委员会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支付违约金2132元，对其他仲裁
请求不予支持。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
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
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
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
用。

也就是说，孙某因个人原因
的离职行为，违反了双方对服务
期的约定，应当依照约定支付违
约金。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支付
违约金，但无权再要求劳动者返
还公司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

违约离职，单位不能要回培训费合同期内被“淘汰”，单位得赔偿

济南车辆过济南黄河大桥
进入济阳、商河。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车流现状

九成收入来自一型汽车

1月18日下午，记者探访济
南黄河大桥时发现，目前黄河大
桥主要按车型收费。其中车型分
类从一类车到五类车，而这五类
车型又分为客车和货车，收费费
率每车从10元到30元不等。

而除了这五类车以外，车辆
总重17吨以上49吨以下的车辆
则按照吨位收费，基本费率为
1 . 5元/吨。

最新消息显示，大车过桥需
要考虑对交通、桥梁影响，是否
免费还将进一步论证。

济南黄河大桥最新的数据
是2014年9月份，其中一型车收入
占比85 . 9%，二型车占比1 . 1%，三
型车占比0 . 9%，四型车占比为
0 . 1%，五型车占比10 . 1%。综合其
他月份数据，黄河大桥一型车占
比在90%—95%之间。

“两会上只是公布济南小汽
车免费，而在黄河大桥收费中并
没有小汽车而只有一型车分类，
其中一型车包括了七座以下小
汽车和2吨以下货车。”专家表
示，济南市政府应该明确小汽车
的范围，建议把小型货车归入小
汽车中。

物流企业

每年光过桥费要十几万

三座黄河大桥对小汽车同
时免费对私家车主来说确实是
好消息，但是对于一些来往黄河
大桥的物流公司来说却喜忧参
半。喜的是看到了济南推进黄河
大桥免费的决心，忧的是物流公
司的小型货车目前不在免费之
列。

“目前每辆车过黄河大桥花
费为每月300元，一年就是3600

元，我这里是30多辆车，一年就
是十几万，过桥费大大增加了济
南物流行业的成本。”二环北路
附近的镇邦物流董事长李学岭
说。

位于济阳县城区的济南阿
波罗油墨有限公司同样面临需
缴纳高额过桥费问题，小货车平
均每天要经过黄河大桥3-4趟，
过桥费为15元/次。也就是说，来
回要过6次-8次黄河大桥，每天
需花费90元-120元。以一个月30

天计算，每月花费2700元—3600

元，一年则需要花费32400元—
43200元。

该公司统计，2015年在济南
黄河大桥花费的过桥费共35000

余元，黄河大桥的免费无疑能够

节省公司大量运输成本。
李学岭测算，济南物流行业

以小型货车为主，而每年物流公
司交的过桥费顶上济南的物流
市场，甚至更大。“大货车不免
费值得理解，毕竟对桥体有影
响。我觉得小货车应该免费，否
则影响济南的北跨计划。”李学
岭说。

李学岭的说法得到了济阳
县开发区招商局的肯定，黄河大
桥免费也应考虑小型货车，黄河
对面的济阳也同样迫切。

济阳官方

“河北”小伙不再受歧视

“由于黄河大桥有限高杆，
对于使用大型货车运输的大型
企业影响并不太大，但对中小型
企业、物流公司的影响显而易
见。”济阳县开发区招商局负
责人表示，中小型企业大都要
使用小货车到盖家沟物流集散
中心发物流，黄河大桥免费通
行，能够直接降低他们的运输成
本。

3月16日起，济南黄河大桥
将免收鲁A牌照小汽车过桥费的
消息一经落地，也让济阳县市民
着实高兴了一番。

“我家的商务车是9座的，每

次过黄河大桥都要交纳10元过
桥费。”市民杨先生说，自己经常
往来于济南和济阳之间，黄河大
桥免收过桥费，无疑为自己节省
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个人来讲，济南黄河大
桥免费能够促进济南市区及市
区以南县域的市民到济阳来的
热情。”济阳县经信局相关负责
人说，济阳目前正在发展乡村
旅游，这对提升济阳县的知名
度及市民的个人收入有一定作
用。

济阳开发区招商局相关负
责人说，“所有鲁A牌照小汽车都
能免收通行费，能够使市民的心
理发生一定变化。”一直以来，黄
河大桥俨然成了济南的“北大
门”，济阳人往往觉得到了黄河
大桥就到了济南，市区市民总觉
得出了黄河大桥就出了市区，不
少济南市区市民觉得，济阳属于
济南的郊区，黄河大桥也成了济
阳与济南的屏障。

“还有部分市民总觉得‘河
北’的市民家庭条件较差，甚至
出现了不让孩子嫁给‘河北’小
伙的情况。”该负责人说，黄河大
桥免费，能够逐渐改变市民的观
念，使黄河大桥慢慢变成济南的
地标，减少“济阳人”和“济南人”
的心理隔阂。

黄河过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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