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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厨师讨欠薪
屡遭推诿
处理结果：
求助工会后工资立马结清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我们三个人的工资
都拿到了，谢啦！”6 月 6 日，在东莞务工的陕西籍农民工
老孟在电话中向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提供的帮助表示
了感谢。
据悉，老孟原是东莞市某膳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的一名厨师，于今年 3 月 25 日和妻子一起入职。老孟是
主厨，妻子做厨工。但干了一个月，老孟说自己受不了
了，坚决要辞职。
“每天要做四五百人的饭菜，厨房却只有 4 个人，就
我一个主厨，人员配置根本不够。”老孟告诉记者，每天
他从早上 6 点半开始，一直干到中午 12 点，接着又从下
午 1 点半忙到晚上 7 点半，每天工作时间 11 个半小时。
老孟曾要求老板邵某多招几个帮手，但邵某未置可
否。老孟不好说什么，坚持干了一个月，最后累得实在
坚持不下去了。
老孟说，4 月 26 日，他和妻子还有另一个同事一起
提出辞职，老板的回应也很干脆，当场表示不干就走，
并让他们马上收拾行李，
并称月底准时给他们打钱。
然而，到月底老孟并没有如期收到工资。一直等
到“五一”假期过后的 5 月 4 日，老孟再也按捺不住，打电
话联系公司。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他又吃了“闭门
羹”，相关人员均不接听他电话，也不回他微信。情急
之下，老孟只好托相熟的同事去问询，老板娘才捎回口
信说让老孟等到 5 月 15 日再说。岂料到了说好的日期，
老孟被公司告知，工资要再缓缓，过段时间再发放。
这下把老孟气坏了。
“怎么要回自己的血汗钱就这
么难？”面对公司的一拖再拖，老孟虽气愤不已，却也无
可奈何。
“ 不敢和公司撕破脸，怕到头来一分钱都要不
到。
”
最后在同事的建议下，
老孟于 5 月 7 日拨通了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求助。12351 坐席律师在倾听了老孟的遭
遇后，
建议老孟先搜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
之后可以申
请劳动仲裁。同时该案被转交到该膳食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所在地的东莞市寮步镇总工会跟进办理。
“工会的人和我联系，态度还不错。”老孟向记者反
映，寮步镇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他了解情况后
不久，此事就有了进展。在当地劳动部门和工会的积
极协调下，5 月 15 日晚上 9 点多，老孟和妻子、同事三人
均收到公司转账过来的工资款。其中，老孟收到 4400
元，老孟妻子收到 3900 元，另一个同事收到约 3000 元，
三人共计追讨回工资 11300 元。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自 2004 年 10 月 15 日开通以来，在职工维权工作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特别是去年广东省总工会对维权热线进行升级后，实现了工会对全省职工维
权服务的一站式受理，业务咨询量猛增，影响力逐步扩大。据统计，热线月均咨询量最
高达 11846 人次，截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共生成 1197 张工单，按期办结率 100%，满意度
96.8%；累计为 1307 位职工追讨回权益金额累计 889 万元，并解决了一批涉案金额较大
的群体性纠纷。小小的一热线，在政府、企业和职工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畅通了职工诉
求的渠道，也扩大了工会维权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热线服务工作，从本期起，本报和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联合推出“12351 热线追踪”栏目，持续报道来自热线背后的职工维
权故事，
敬请垂注！

模具工不满补偿方案竟被放长假
处理结果：
工会调解促双方和平“分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李某军是一名模具
工，在河源一家企业工作近三年。一个多月前，李某军
被列入公司裁员名单。由于不同意公司的补偿方案，竟
被公司放了长假。他只好投诉到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
最终在当地工会的积极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解除了劳
动合同，李某军也顺利拿到了相应的补偿金。
2016 年 7 月，李某军进入鸿某实业（河源）有限公司
当模具工。据李某军称，入职后他就和公司签订了劳动
合同，公司也有为他缴纳社保，平均每月工资 4700 元。
今年 5 月初，鸿某实业（河源）有限公司因生产效益不好
要裁员，李某军不幸也在裁员之列。
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时，
李某军和公司
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李某军认为，
按照法律规定，
公司应
支付双倍补偿金，
考虑到公司实际困难，
若对方肯按照员
工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他也勉强接受。照
此方案，公司需向李某军支付三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约
14000 元。令他失望的是，
公司这边却只愿意向李某军支
付6200元的经济补偿，
还不到李某军最低期望值的一半。

此外，李某军还反映，公司在赔偿上大搞特殊化，对
于像他这样的车间员工，只有不到一半的补偿，而公司
管理层人员却可以领到法定的经济补偿金。
“ 太不合理
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怎么管理层就能拿到足额的
补偿金。
”李某军抱怨道。
协商不成后，李某军被公司放了长假。
“公司说一个
月内还是正常支付工资，一个月后就只按河源市的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基本生活费，
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5 月 6 日，李某军致电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投诉用人
单位，希望工会介入协助处理。据了解，在接到李某军
的投诉工单后，东源县总工会迅速与李某军取得联系，
代表员工出面与鸿某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方面进行沟
通。此后，工会多次组织李某军及该公司负责人张某进
行协调，双方一致同意协商解决此事。5 月 17 日，在当地
工会的见证下，该公司一次性向李某军支付 8000 元经济
补偿金，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李某军向记者证实，他已顺利拿到了 8000 元经济补
偿。
“工会确确实实在帮我们职工争取权益。”
李某军说。

工人离职被欠薪 1600 元
处理结果：
工会协助处理，迅速化解纠纷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兰兵）面对总是拖欠工资的公
司，在深圳打工的李秀（化名）忍无可忍，提出了离职申
请，让她始料不及的是，离职时公司依然有几千元工资
没有结清，还推脱说钱不够。无奈之下，李秀拨打了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通过工会的帮助，她很快拿到了自
己的工资。
李秀于 2017 年 12 月经人介绍入职某生物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月工资两千多元，签订了劳动合同，五险
一金都有。”李秀说，但入职后几个月，却发现这家公司
拖欠工人工资，一开始欠 1 个月，后来欠 3 个月。”李秀和
其他同事无奈之下，只得经常去找公司讨要。虽然讨要
后能拿回工资，但这样主动讨薪总让李秀觉得不舒服。
2019 年 3 月，已被欠薪 3 个月的李秀提出了离职申
请，公司批准了。但在 3 月 20 日离职交接当天，李秀发
现她的工资却没有结清。
“总共 5000 多元工资，我一再要
求要离职当天全部结清，但公司的人却推说钱不够，要
先支付给在职员工工资，然后才发离职员工的工资，让
我等等。”李秀说，她后来多次找公司负责人要求结清工

资。最终，公司仅支付了 3000 元。
“ 还欠我 2000 多元工
资。”
已经离职的李秀等待着公司兑现承诺，但 4 月份某
生物公司统一发工资的时候，她却只收到几百元工资，
还剩最后 1600 余元的工资被拖欠。李秀对于能否要回
剩下的工资开始不抱希望了。
这时，一位从该公司离职的电工师傅建议她拨打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求助。
“ 这位电工师傅也被欠薪，通
过劳动部门介入，最终拿到被拖欠的工资。”于是，李秀
拨通热线，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
让李秀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有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联系她并表示已经与该生物公司沟通，将帮助她讨
回工资。第二天，李秀就收到 1600 余元工资款。这样快
速的处理结果让李秀感到非常意外和感动。
原来，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接到李秀的反映后，立即
在平台形成工单，然后通过当地工会联系相关居委会，
出面与该生物公司沟通，最终在 5 月 26 日帮助李秀讨回
了被欠的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