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先锋

■通讯员 萧检

“检察官，再次谢谢你，本来还想
着是不是这钱就打水漂了，结果没想
到这么快我们就拿回了钱，祝你新春
愉快！”正月初五一早，区检察院公诉
二部副主任李佳峰就收到被害人小
李发过来的短信。

原来，刚刚过去的春节他放弃与
家人团聚，为小李等21名受害者成
功追回37.5万余元，李佳峰还是觉得
这个春节特有意义。

沈某因为网络赌博和肆意挥霍
欠下40多万元债务，进而产生诈骗
念头。去年6月至7月间，他编造自
己开网店需要刷单赚积分的理由，陆
续骗取了小李等21人的钱款，截至
案发时还有37.5万余元未返还。去
年11月，沈某投案自首。

1月下旬，沈某被移送至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李佳峰发
现该案犯罪数额巨大，涉案被害人较
多。为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
益，他认为该案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于是，春节前几天，在提讯沈某

时，李佳峰积极引导对方退赃和认罪
认罚。经过李佳峰的释法说理，沈某
主动认罪认罚，表示将积极赔偿，但
是因为自己人在看守所，而且面临春
节，无法第一时间赔偿。

李佳峰的家在南片的镇上，平时
因为办案很忙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时
间并不多，原本想这个春节弥补一
下。但是，想到21名受害者，他根本
就没有过节的心情。

正月初二上午，李佳峰来到办公
室，继续为受害者追赃。他联系上了
沈某的家人，反复做思想工作，希望
他们能先代为赔偿。

正月初四下午，经过多次协调沟
通，沈某的家属代为赔偿了21名被害
人的全部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图为检察官李佳峰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

李佳峰：春节为21名受害者追赃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法

张先生是一名医生，与A医院签订了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但他在服务期未满就
提出了辞职，被医院要求赔偿之前为其支
出的培训费用和违约金高达16万余元。那
么，服务期内提离职违约责任该如何判？

聘用合同关系解除
违约金支付引发纠纷

2016年，张先生被A医院选派前往B
医院进修并签订外出进修协议书。工作一
段时间后，还在进修期内的张先生认为自
己在B医院工作不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
2017年6月向A医院提交了辞职报告，要
求离职。

A医院以双方服务期尚未届满为由拒
绝为张先生办理离职手续，双方因此产生
纠纷，后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与A医院解
除聘用合同关系。区法院一审判决，2018
年1月确认双方的聘用合同关系于2017年
7月28日解除。

A医院虽认可双方的聘用合同关系于
2017年7月28日解除，但认为张先生应承
担提前解除聘用合同及违反外出进修协议
书的违约责任；并且张先生还应返还A医院
向其支付的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的工
资、奖金等，以及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
月期间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同时要求张先
生按62%的比例返还A医院在2013年8月
至2015年8月向其发放的奖金。

因此，A医院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张先生向A

医院支付提前解除聘用合同及违反进修协
议书约定的违约金共计16万余元，驳回A
医院其余仲裁请求。

张先生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认为
上述违约金条款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
相关规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应当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的数额不
得超出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而A医
院未向张先生提供培训费用，请求法院判
决其无需支付仲裁裁决的违约金。

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令
张先生支付违约金2万元，返还医院在聘用
合同解除后多发放的工资、奖金、社保及公
积金等费用；驳回医院的其余请求。张先
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劳动者有择业自由
但应承担违约责任

承办法官表示，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
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
定执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也有相关
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
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
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关于待遇问题，《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
聘用制度试行细则》有明确规定，聘用合同
当事人可以对由聘用单位出资招聘、培训
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的受聘人员的服务
期作出约定。而聘用合同对受聘人员的违

约行为设定违约金的，仅限于下列情形：
（一）违反服务期约定的；（二）违反保守商
业秘密约定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设
定违约金的其他情形。违约金的设定应当
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张先生与A医院的合同是聘用合同，
而且分别在聘用合同、进修协议中约定了
服务期以及违反服务期约定的离职违约
金，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虽在聘
用合同中约定了服务期，但该约定不能限
制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因此张先生可以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不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在合理范围内承担违约责任。

此外，违约金约定存在重复约定，且约
定的金额过高，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
法院结合张先生的履约期限、过错程度、工
资收入水平，将张先生违反服务期的违约金
由仲裁裁决的16.7万元酌情调整确定为2
万元。一方面维护了契约精神，保障了医院
的正常经营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劳
动者的权益，避免了劳动者承担过高的赔偿
责任。

其次，关于张先生是否应当返还工资、
奖金、社保、公积金等费用的问题，医院在
双方聘用合同履行争议期间因不确定双方
聘用合同的解除时间而向张先生发放了工
资、奖金、社保及公积金等费用，但实际上
双方聘用合同关系经法院判决确认解除
后，张先生并未向A医院提供劳动，劳动
报酬及相关福利待遇应与劳动者的劳动付
出相对应。因此，医院在聘用合同解除后
多发放的工资、奖金、社保及公积金等费用
有权要求张先生返还。

医生因服务期未满辞职被要求支付培训费违约金逾16万

员工在服务期内擅自离职,要不要向单位支付违约金？

“掌门人”韩立刚：处
理矛盾纠纷“早、准、快”。

韩立刚从部队转业回
来后，一直扎根在基层调
解一线，从事人民调解工
作已有17个年头。

韩立刚常说，很多时
候，一些矛盾纠纷在初发
阶段看起来比较温和、平
常，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妥
善处置，一旦激化，极易引
发刑事、治安、群体性上访
案件。作为人民调解员，
需要对矛盾纠纷有着敏锐
的嗅觉，一旦发现苗头，就
及时介入，并且“早、准、
快”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萌芽状态。

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按照人民调解“和谐工程”工作的部署，以“建设中心、打造品牌”为总体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好个人调解工作室的品牌效应，扩大服务
群体，切实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有效、专业的调解服务。

“掌门人”钱关林：人称“沙地
老娘舅”，开出萧山首家个人调解
工作室。

今年69岁的钱关林着有37
年的基层调解工作经验。2011年
退休后，老钱婉拒了一家企业的高
薪聘请，在区司法局和党湾镇的支
持下，成立了我区首个以个人名字
命名的调解工作室。

工作室成立以来，累计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670起，合法赔偿、补
偿金额达9700多万元，调解成功
率达100%，为促进当地社会稳定
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老钱的调解工作室队伍
也在不断壮大中。为了更好地将
调解工作“传帮带”下去，钱关林在
各村（社区）治保调解干部中物色
了8名徒弟，通过悉心传授，毫无
保留地将自己在几十年人民调解
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
徒弟们。

“掌门人”高立华：一级调
解员，多次被评为萧山区“人民
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今年刚满四十周岁的高立
华，已经拥有十多年的人民调
解经验。多年来，高立华不断
加强自身学习和提高，在工作
中总结摸索出一套工作方法。

“七字诀”已经成为他做人
民调解工作的指南：即牢记一
个“勤”字，克服一个“畏”字，不
忘一个“访”字，紧扣一个“法”
字，讲清一个“理”字，突出一个

“情”字，围绕一个“和”字。“五
心”已经成为他对自己工作的
要求：信心、耐心、细心、热心、
爱心。自2017年工作室成立
以来，已成功调处重大疑难矛
盾纠纷70起。

“掌门人”董和松：扎
根基层调解四十载，获杭
州“十大金牌和事佬”。
面庞黝黑、说话声音不
高，无论见到谁都是满面
笑容的董和松，已经在调
解工作的岗位上坚守了
40余年。

他先后被评为杭州
市首届“十大金牌和事
佬”、“萧山区十佳调解
员”等荣誉称号。有着一
张“和事嘴”、一颗“豆腐
心”的他，总是随身带着
一叠名片，上面印有他的
手机和住宅电话号码，见
到新来的农民工就会发
一张，并热心地说道：“你
如果遇到什么纠纷、困
难，就打这个电话找我。”

“掌门人”胡水林：一直从
事基层工作的胡水林，原是益
农镇新发村的村干部，对群众
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帮村民调
解纠纷是常有的事。2013年9
月，因调解工作的需要，胡水
林正式成为了益农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

5年多来，他热心为群众
调解纠纷，不图名、不争利默
默奉献，益农镇的大街小巷印
下了他的脚印，20个村（社区）
留下了他的背影。群众亲切
地称他为“老胡”，调解员称他
为“调解专家”，当地领导和基
层干部称他为“和谐社会的能
工巧匠”。

仅在 2018 年，胡水林参
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40起，
协调处理重大纠纷18起，涉及
调解协议金额2000余万元。

“掌门人”李军：作为一名调
解员，李军时刻把群众的事情当
作是自己的事情一样对待，不管
是芝麻绿豆的邻里纠纷还是重大
伤亡事故，他都极力调解解决，努
力让双方满意而归。

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李军
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那就是“听、劝、调”工作法。即
——认真听取双方或者有关部门
对于事故的描述，准确定位每个
案件纠纷产生的原因、问题的焦
点。然后劝当事人互换位置，都
为对方想想，促使当事人认识理
解对方的立场。最后是调，结合
情、理、法，设法帮助双方在法律
框架内达成利益相互兼容且可行
的解决方案。

同时，李军还担任了靖江街
道物流（快递）行业调委会主任。
该调委会于去年10月16日成立，
并分别在申通、圆通、顺丰、龙腾
四家物流公司成立调解工作室。

党湾镇
钱关林调解工作室

南阳街道
高立华调解工作室

河上镇
董和松调解工作室

益农镇
胡水林调解工作室

靖江街道
李军调解工作室

闻堰街道
韩立刚调解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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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区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成效明显
个人调解工作室是以人民调解员姓名或特有名称命名设立的调解组

织。工作室对于增强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权

威性、影响力，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的指导意见》，规定人民

调解员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具有较高的政治素

质，为人公道正派，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较为丰富的

调解工作经验，调解成功率较高；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

识，形成有特点、有成效的调解方式方法；获得过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有关部

门或司法行政机关表彰奖励。这一意见的出台，让个人调解工作室有了“行

为规范”。

近年来，区司法局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路径，充分发

挥和利用调解员在当地人熟、地熟等优势，在党湾、河上、益农、南阳、靖江、闻

堰等镇街打造了6家个人调解品牌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效应，成

效明显。2018年，6家个人调解工作室共受理各类纠纷367件，成功调处纠纷

366件，其中疑难纠纷159件，调处成功率99.7%，切实有效地化解了矛盾纠

纷，为当地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司
图为党湾镇钱关林调解工作室在调解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