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造入职材料被辞退无权获得赔偿
一、案情简介
王某于 2020 年 8 月 1 日入职

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
事某软件研发工作，双方签订为
期2年的劳动合同，并约定为期2
个月的试用期。入职时，公司明
确以书面形式告知王某，需提交
包含之前公司离职证明、相关工
作经历与就业经历等在内的入职
材料，王某填写了书面入职承诺
书。试用期间，王某表现出明显
能力不足，公司经查实，发现王某
关于工作经历与就业经历系伪
造，故将王某辞退。后王某向仲
裁委提起申请，主张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二、仲裁结果
仲裁委依法裁决驳回王某的

仲裁请求。
三、案件解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公司辞退

王某行为是否合法。根据《劳动
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入职
时，王某作为特定领域软件研发
人员进行应聘，且入职时已被明
确告知如实提供相关工作经历
与学业经历，该义务亦被列为录
用的前提条件，后王某亦在承诺
书中签字，承诺书中明确载明王
某专业与学历信息，毕业后存在
3 年及以上的某软件研发工作经
历，且载有“本人承诺在入职时
提供的工作经历等真实有效。
一经核实本人提供虚假材料，公
司有权即时解除与本人的劳动
合同关系，且无需支付任何经济
补偿金”的表述。王某作为公司
招聘的特定软件研发人员，在明
确知晓工作岗位录用条件时仍
伪造相关工作经历等材料，有悖
诚实信用原则。公司据此解除
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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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
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
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
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
情 绪 分 为 积 极 情 绪 和 消 极 情
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
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
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
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
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
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
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造成不
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抑郁
症和焦虑症等。

抑郁症和焦虑症是两种常见
的精神障碍。出现心情压抑、愉
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
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
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

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
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
能患了抑郁症。突然或经常莫名
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
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
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
有濒死感、失控感，如经常频繁发
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

一过性的或短期的抑郁和焦
虑情绪，可通过自我调适或心理
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
担心。如果怀疑自己患有抑郁症
和焦虑症，不要有病耻感，要主动
就医。人们不要歧视抑郁症和焦
虑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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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10 月 10 日，
新发地直播基地正式启动，将提供一系
列直播带货专业服务，为新发地市场商
户赋能。

猫山王榴莲中国区总代理销售总监
周林带来了自己特色产品，她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入驻直播带货基地后，销售量
用“猛增”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以前我在
门店销售，一个月大概销售几百箱，入驻
以后有一场直播就超过了一千箱，完全
超出了我的想象。”

中国农产品流通，以批发市场为界，
分为大物流和小物流。从各主产区到批
发市场为大物流，这个集散功能在未来
50年不会发生改变。从批发市场到消费
终端是小物流，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城市
配送、便民服务、社区电商、网络店铺、抖
音、快手直播带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
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1991年的陈永聪在北京盛宝泰果品
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市场部经理一职，被
称为“果三代”,是第一批加入新发地电
商直播的商户，“我加入电商平台的感受
就三个字‘爆发力’，一旦客户看到了优
质的水果，订单瞬间翻很多倍。”陈永聪
边回味订单暴增带来的喜悦感边向记者
展示了一款在他老家福建漳州平和名为

“找个‘礼柚’”的葡萄柚新产品，“这个名
字就是在和新发地电商平台负责人聊天
时无意想出来的，商品落地也就一周时
间，销售很是不错。”他补充道。

陈永聪家里从爷爷那代就开始经营

水果生意，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我们家主要是做进口水果的生意，父辈
们积攒了很多经验，比如‘做事先做人’
是经营的理念，但是父辈对电商还是接
触不多，现在营销方式上必须与时俱进，
把传统的经营理念和当下的营销方式相
结合才能越走越远。”他告诉记者。

据悉，新发地从 2020 年底开始尝
试直播带货，经过10个月的努力，销售

额突破1个亿。新发地直播间多次位列
全网生鲜类直播账号前 5 名，每天 6000
单以上。运营团队在操作过程中总结了
大量的实战经验和实用技巧，可以帮助
更多商户做好直播带货，提高增量、拓宽
渠道。

为此，新发地专门投资建设了直播
基地，共设有 10 个直播间，配有多功能
会议室、选品展厅，为商户发展直播业务

做好各类专业服务。后期会组织专业运
营团体为商户进行业务培训，从中孵化
更多优秀的直播达人，共同形成新发地
线上分销系统，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过直播平台的搭建，可以反向塑
造新发地的上游供应链，提高标准化、品
牌化、信息化水平，顺应新的时代需求和
发展趋势，让农产品流通更加高效，供需
匹配更加精准。

本报讯（记者 林瑶）“小伙子，麻
烦问一下阳光剧场怎么走啊？”“阿姨
您沿着银杏大道一直走，在前面标识
的地方右转就到啦。”在北京园博园举
办的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上，身穿
蓝色马甲的小V蜂志愿者叶佺正在为
一位阿姨指引方位。

在这场为期七天的戏曲文化盛宴
上，有这样一群身穿蓝马甲的小 V 蜂
志愿者利用假期时间从事志愿服务，
在服务奉献中充分展现青春风采，为
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的顺利举办保

驾护航。
从典雅的梦唐园到雍容的北京

园，从婉约的忆江南到隐逸的岭南园，
从戏迷票友云集的遵义园再到活动演
出密布的银杏大道……小V蜂志愿服
务岗位遍布整个戏曲文化周的各个角
落，今年23岁的叶佺说：“看到学校通
知后，我立马就报了名，在这里为游客
导航、解惑，虽然很累，但是参与志愿
服务、帮助他人的快乐是莫大的精神
满足。”

记者在园博园看到，身着蓝色马

甲的志愿者们手持小国旗，为游客引
导指路，讲解主要活动内容和地点位
置，还帮助需要的人找距离最近的游
客中心、热水供应点，忙得不亦乐乎。
22个岗位，100名小V蜂志愿者，真正
做到了有服务需求的地方就有志愿者
的身影。

参加本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小V蜂
志愿服务队由来自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各个院系的100名大学生组成，小V蜂
持续上岗 7 天，共计上岗约 500 人次，
累计为6万余名游客提供了高质量志
愿服务。

本次戏曲文化周志愿服务项目中
志愿服务总时长约为2800小时。在岗
位上的分分秒秒、每时每刻，小V蜂志
愿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为了尽可能帮助游客，我们提前
两天就来到园博园进行实地踩点，往
返多次，一天下来能走两三万步。”叶
佺告诉记者，“不仅要熟悉各个园子、
服务区的方位，还要把每天活动的内
容和时间熟记于心。”

每一位来到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游
客都能感受到，活跃在园博园内身穿
蓝色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用良好的精神
状态和热情细致的服务，热心帮助游
客、倡导文明游园，已经成为北京园博
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百位小V蜂志愿者扮靓中国戏曲文化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清河）“真
的是太感谢丰台社保中心了！我
们建筑公司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需
要长期在外施工，丰台社保中心帮
我们解决了多人次、多批次为员工
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等业务的‘老大
难’问题。”近日，中铁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职工代表为丰台社保中心
登记征缴科送来锦旗。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在
职职工三千余人，因工作原因，有大
量职工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等医疗
相关业务，然而像这样的参保企业
丰台区还有很多家。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丰台社保中
心“三路出击”提供服务，让企业的

“老大难”变成“舒心办”。一是开通
绿色通道“快速办”，针对部分企业异
地就医备案人员较多且办理集中的

问题，为其开通绿色通道，指定专人
进行手工备案，接件当天一次性办结
各项业务，确保职工能及时在异地就
医。二是主动服务指导“线上办”，主
动引导单位和职工通过线上系统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等医疗业务，告知网
上办理途径和具体操作流程，让单位
和职工少跑路。三是加强部门协作

“一起办”，经办过程中丰台社保中心
积极协调局内各业务科室及丰台区
医保局紧密合作，建立业务沟通机
制，根据企业不同情况一次性告知办
理业务的全部流程和所需材料，确保
业务一次性办结。

丰台社保中心登记征缴科科长
杜彦坡表示：“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经办效能是我们一直以来工作
的重点，我们将继续深入了解企业需
求，思考在前，优化在前，服务在前，为
企业提供精益求精的社保经办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程良燕）为高质
量推动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工
作，针对审计整改工作困难、进展缓
慢的部分单位，丰台区审计局近日组
织召开审计整改专项工作会，对部分
单位开展个性化指导服务，与被审计
单位充分沟通交流、分析研判，有效
促进被审计单位推动问题的整改落
实工作。建议被审计单位：一是要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审计整改。要着眼
工作大局，以上率下，强化责任担当
意识，主动作为促进审计整改。二是
制定整改模式，表格化清单化。被审
计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对审计发现问
题按照整改难易程度分类，明确整改
时限、整改措施和完成标准，做到整
改有抓手，目标有导向。三是加强以
改促建，推动建章立制。对由体制机
制、运转不畅引起的屡查屡犯、普遍
性问题，通过建章立制，明确权责边
界，强化制度执行，从源头上防止此
类问题再发生。四是坚持靶向发力，
促进精准施策。针对单个历史遗留
问题，做到一题一策，引入法律顾问
咨询、业务主管部门指导等形式，推
动被审计单位依法依规进行审计问
题整改，着力提升审计整改实效。

丰台社保“三路出击”为民服务解难题

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
以开展个性化指导服务
提升审计整改实效

新发地市场直播基地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林瑶）10
月11日，记者来到丰台区永定河畔
的首农·紫谷伊甸园“网红”界的“扛
把子”——4000 平方米的粉黛乱子
草平铺在永定河畔。

“来了这边才发现比宣传照上还
漂亮，随便一拍都是能当屏保的美
照，太美了！”专门驱车20公里来到紫
谷伊甸园一览粉色花海的李女士说。

以绿叶为底，粉紫色花穗犹如
发丝，像极了一团仙气十足的“粉色
云雾”。伴着晶莹剔透的晨露，深粉
色、浅紫色、桃红色点缀其间，绵延
起伏，宛如打翻了调色盘。一阵微
风吹来，成片的花海微微倾倒，掀起
了一层层粉紫色的花浪，上演着丰
台秋日的私语。

卢沟桥农场副经理刘辉告诉记
者：“为了更好地方便游客观赏，我
们在种植之初专门设置了步道，既
能步入其间拍照打卡，又能更好地
保护花海不被破坏。”

丰台又添丰台又添
旅游新地标旅游新地标

社区人人尽责 马家堡嘉园二里建起多个微花园
本报讯 一个小区38栋居民楼，

却有着 5 个物业 30 多个产权单位，
20多年的时光，让马家堡街道嘉园
二里社区从北京市第一代花园小区
变成了垃圾杂物堆满绿化带的老旧
小区老旧小区如何再焕新生？这还
要从社区598名老党员启动的“轻整
治计划”说起。

在28号楼居民、“我嘉支部”四
支部总支书记王锦英的记忆里，
1998 年刚搬进小区的时候，老邻居
都羡慕他们，北京市第一代的花园
小区，房前屋后都是绿地，花团锦
簇。但小区产权复杂、物业企业多，
时光让花园小区变成了老旧小区，
28号楼前的绿地也彻底失去了往日
的光彩，杂草丛生。

正好社区在由 598 名社区老党
员组成的“我嘉支部”中启动了“我
家门前从我做起——轻整治计划”，
刚刚发动老党员完成了楼道的粉
刷，28号楼所在的四支部就想把楼
下小花园的改造当成“从我做起”的
第一步。

28号楼的睦邻花园建了起来，同
在四支部的29号楼居民最先坐不住
了，陆续有党员、居民找到王锦英。王
锦英把居民们的愿望反映到了社区，
可是建花园也面临个难题：违建。都
是小栅栏、破棚子、堆物堆料，违建能

拆除，社区就支持居民自建花园。
从社区党委得到准信儿，王锦英

他们把情况反映给29号楼的居民。
我给你做工作，你给他做工作，为了
大家的小花园咱不能掉链子！短短
三天时间，违建堆物都清理干净了，
29号楼的党群园微花园建了起来。

遛弯儿到这里的居民急了：“为
什么就给他们家门口建了花园，还
有座椅休憩！”在得知了 28 号楼和
29号楼的成功经验后，“从我做起”
也越来越受到居民们的认可。

“小区面貌在点滴间发生着悄然
的变化，环境靓丽了，邻里关系和谐
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更强了！”
侯娇芮说，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过程
中，居民们更加积极地“从我做起”，
如今社区已经有12栋楼实现自治建
起了微花园，还有四五个居民楼达成
共识申请了改造。在党建引领下，退
休老党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居民们
也纷纷行动起来，以微花园建设为契
机，社区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也激发
了老旧小区治理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