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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有为普法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黎淑玲）丹灶镇

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雷

霆”专项行动持续进行中。

日前，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队）对西城社区丽山村

一处违建进行依法强拆，面

积约 4000 平方米的违建地

基被拆除，有效打击了“两

违”行为。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首先

拉起严密警戒线，维持现场

秩序，保障场内工作人员及

外围群众安全。做好相关安

全措施后，数台挖掘机进场，

对违建地基进行拆除。

据了解，该违建由视频监

控检查发现，随即执法人员

到达西城社区丽山村口进行

检查，发现有施工人员在现

场施工，地基已建成。

执法人员约谈违建当事

人，得知该处违建是在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进行建设。执法

人员立即对当事人下发《责

令停止建设行为通知书》，并

要求其自行整改。但该当事

人不但没有停止施工进行整

改，还抱着侥幸心理，加快进

度偷建抢建。

为此，丹灶镇综合行政执

法办（队）立即组织人员对上

述违建地基进行依法强制拆

除。经过数小时的紧张作

业 ，面 积 约 4000 平 方 米 的

违法地基顺利拆除完毕，有

效遏制了“两违”偷建抢建

行为。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行

政执法办（队）将继续推进查

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雷

霆”专项行动，对新增“两违”

行为保持“零容忍”的态势，

坚决打击偷建抢建等“两违”

行为。

■部门解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第八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

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

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

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

南海区档案馆于1959年2

月设立，是南海区委直属事业单

位，是全区档案主要保管基地和

档案资料利用中心，负责接收、

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本

区范围内的档案，是全区档案主

要保管基地和档案资料利用中

心，馆藏有文书档案、科技档案、

会计档案、婚姻档案、公证档案、

房改档案、知青档案等各类专业

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荣誉实物

等特殊载体档案，并藏有西樵山

文化石、名人笔记手迹、书画作

品、家谱族谱等珍贵档案资料和

实物。

近年来，南海区档案馆不断

将现代化管理和网络技术应用

到档案管理工作中，逐步向数字

档案馆的方向发展，为社会提供

更为方便快捷的档案查阅利用

服务。如需查阅档案，可致电

86293986进行咨询，或者关注

“南海档案史志”微信公众号查

看相关规定。

南海区档案馆提醒，2020

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正

式施行。这是档案法1988年1

月1日施行以来的首次修订，有

助于进一步发挥档案和档案工

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为

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法治保障。

■相关链接
6月9日~6月12日，南海区

普法办、南海区档案馆联合举

办“档案法知识竞赛”活动，参

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

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档案篇——

南海区档案馆
有哪些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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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人员有权知道用人单位哪些事项？

用人单位能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吗？

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什么情况下可以签订这种合同？

用人单位可以向应聘人员随便收取费用吗？

劳动者有权持有劳动合同吗？

2013 年 6 月，平某顺利

从某高校医药专业毕业。

毕业后，平某到一家化学

制药公司工作。该公司主

要研发新特药，由于涉及商

业机密，公司制定了非常严

格的保密程序，一切涉及公

司业务和公司规章制度的

信息都被列为保密级别。

平某在入职前与公司签订

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一式两份。平某认为既然

签订了两份合同，自然有

一份归劳动者。但是，该

公司拒绝平某拿合同，理由

是合同中包含很多公司的

机密，为了防止外泄，保护

公司的整体利益，员工不得

持有劳动合同。平某认为，

该公司的理由是荒唐的，公

司只考虑了整体的利益，而

忽视了劳动合同也是保护

劳动者利益的，劳动者有

权保管一份合同。那么，

在法律上，劳动者有权持

有劳动合同吗？

●律师说法
劳动合同是规范公司

和签约劳动者行为的凭证，

它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如果违反了劳动合同规

定的条款，任何一方都可以

拿出劳动合同核实。本案

中，该公司只考虑到了维护

公司的整体利益，而忽视了

劳动者的权益，这是错误

的。该公司的做法违反了

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是违法的。根据我国

《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的

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因此，无论基于何种理由，

公司都无权将属于劳动者

的合同文本扣留。劳动者

与公司的地位平等，有权持

有一份劳动合同。

●现实困惑

2007年9月1日，沈某被

招聘为某公司职员，该公司与

沈某签订劳动合同时，要求其

先交1000元押金，否则不予

签订合同。沈某无奈之下交

纳了1000元押金后与该公司

签订了为期 3 年的劳动合

同。不久后，沈某听说公司此

举违反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便

要求公司退回先前交纳的

1000元，遭到拒绝。公司还

威胁，如果退回押金，就解除

劳动合同。于是，沈某向当地

劳动仲裁机构提出申诉请

求。用人单位可以向沈某收

取费用吗？

●律师说法
用人单位向求职的劳动

者收取费用是我国《劳动合

同法》所明确禁止的，如果存

在收取费用的行为，要将收

取的费用全部退还。如果因

收取费用给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

此，本案中，该公司向沈某收

取押金的行为是违法的，应

当无条件退还。

●现实困惑
白某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缺乏求职择业的经验。他到

一家从事经营网络学校的教

育集团应聘时，在一无所知

的情况下，与该公司订立了

劳动协议。协议签订以后，

白某才得知工作内容、劳动

报酬等细节。白某对劳动协

议中规定的都不满意，但又不

想撕毁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劳动者到用人单位应聘

时，有权了解哪些事项？

●律师说法
我国《劳动合同法》中明确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互

相负有告知义务。用人单位要

如实地将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

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

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

解的其他情况告诉劳动者；同样，

劳动者也不能隐瞒学历、技能等

相关个人信息。这是为了使订

立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比

较全面地了解对方后，再签订劳

动合同，以避免劳务纠纷的产生。

●现实困惑

刘某到一家广告公司应聘

时，该公司负责招聘工作的负

责人要求刘某填写表格，用来

备案。表格填完之后，该负责

人以办理相关手续为由，向刘

某索要身份证。刘某遂将证件

交给该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

刘某，手续几天办不完，身份证

要扣押几天。用人单位可以扣

押求职人的身份证吗？

●律师说法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

何理由，用人单位都不能扣押

劳动者的身份证及其他证件。

扣押身份证是违反我国《劳动

合同法》规定的，要受到相应的

行政处罚。如果因扣押证件给

劳动者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

失，还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现实困惑

刘某是国有企业的元老级

员工，在该企业已经工作了25

年。再过5年，刘某就要退休

了。但是。这个时候正好遇

到改革，国有企业改制需要重

新订立劳动合同。针对现在

这种情况，刘某可以与企业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

●律师说法
刘某可以与企业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我国法律明

确规定，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

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

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

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除

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现实困惑

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工伤该如何认定？

劳动者到新单位后，什么时候签劳动合同？

刘某在某公司的试用期已

经结束，但公司迟迟不与他签

订劳动合同。刘某不熟悉法

律，也不知道是否现在就与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刘某要什么

时候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呢？

●律师说法
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

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

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

此，本案中，刘某自到该公司

正式工作之日起即可与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若当时未签劳

动合同，刘某在自他工作之日

起一个月内可以要求与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若公司自聘

用刘某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且

不满一年未与他订立劳动合

同，应当向他每月支付2倍的

工资。

●现实困惑

2014年2月，李某应聘到

某板材厂工作。由于该厂规模

较小，各方面规章都不完善，招

聘的员工基本都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李某也不例外。李某被

分配到车间做板材切割工作，

工作虽然轻松，但是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李某很快掌握了板

材切割的方法，工作起来得心

应手，得到车间领导和同事的

认可。有一天，李某在工作时，

机器突然发生了故障，李某的

右手被机器切伤。李某立即被

送到医院救治，但是，工厂以没

有和李某签订劳动合同为由，

不承认为工伤事故，不支付医

药费。李某认为，没签合同不

是自己的原因，况且自己的工

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受伤就

是发生在工作期间。那么，在

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工伤

是如何认定的？

●律师说法
只要李某能够证明与该

工厂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即使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也能

被认定为工伤。所谓事实劳动

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后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

或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以前签

订过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

到期后用人单位同意劳动者继

续在本单位工作却没有与其及

时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在事

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享有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切

权利，包括工伤保险待遇。根

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

条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

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

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

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等材料。因此，本案中，只要李

某在申请工伤认定时能够向劳

动保障部门提供事实劳动关系

存在的证明材料（如录用登记

表、考勤表、工资单等）或者相

关人证（如同事），就可以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现实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