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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 沈先生与
公司签订合同后因个人原因提前
离职，公司要求全额退还十万住房
补贴。今天，记者从省人社厅调解
仲裁管理处获悉，沈先生应该按照
比例退还部分住房补贴。

提前离职
需退还十万住房补贴

2008年3月， 沈先生进入某超
市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工
作，担任总裁助理一职。

当月，沈先生与公司签订《住
房补贴合同》一份，约定由公司支
付沈住房补贴费十万元，他必须为
公司服务8年， 即自2008年3月30
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

“合同中还约定如果8年服务
期未满， 我提出离职或因重大违
纪、违法被公司除名、辞退的构成违
约，我要全额赔偿公司出资的住房补
贴费。” 沈先生说，2014年9月27日，
他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同年
9月30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因双方就住房补贴费退还问
题产生争议，于是，公司向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沈
先生退还住房补贴费用100000元。

仲裁：
按比例退还部分住房补贴

对此， 劳动仲裁部门认为，该
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用人单位为劳
动者提供特殊待遇签订的服务期
协议是否有效？劳动者违反服务期
约定应承担什么责任？

“服务期是劳动合同当事人
在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协议中约定
的劳动者应当为用人单位服务的
期限。 服务期协议涉及对劳动者
自由择业权的限制，《劳动合同法》
仅规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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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
定服务期， 但并未强制性规定其他
情形不能与劳动者订立服务期协
议。”工作人员认为，该案中，公司在
正常劳动合同约定的待遇之外，另
行给予劳动者住房补贴的特殊待遇
以求留住他，而作为代价，劳动者沈
先生承诺向公司服务一定的期限，
双方由此形成书面协议，并不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系当事人真实
意思表示，应视为有效。

公司为沈先生提供住房补贴
与其签订服务期协议，其住房补贴
为预付性质， 与劳动者确立一种
“特殊的债权”关系，这种关系并不
属于要求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责任，
实际是退还提前预付的住房补
贴，也不违反《劳动合同法》关于
违约金的规定。但该《住房补贴合
同》约定，不考虑劳动者实际已服
务年限， 只要他提出离职或因重
大违纪、违法被公司除名、辞退的
构成违约，就应全额赔偿公司出资
的住房补贴费，对劳动者来说显失
公平。

劳动者违反协议服务期约定
单方提前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使这种对价关系遭破坏，因此公司
主张要求劳动者退还部分住房补
贴款并无不当。仲裁委员会根据住
房补贴的预付性质，参照《劳动合
同法》关于劳动者提前解约承担违
约金（培训费用）有关规定，支持公
司要求沈先生按比例返还未履行
服务期间的住房补贴的请求。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灿

本报 12月12日讯 今
天，全省打击传销工作联席
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向
力力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我省共查办传销
案件150件， 其中行政处罚
结 案 59 起 ， 罚 没 金 额
3483.74万元， 刑事立案70
余起，刑事拘留529人；公安
查处和法院判决的传销案
件涉案资金达65.03亿元。截
至11月底，共捣毁传销窝点
1500余个，教育遣散传销人
员5905人，录入全国打传系
统黑名单1910人，狠狠打击
了传销违法分子的嚣张气
焰，全省大规模、公开化的
传销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向力力指出，传销对社
会和谐稳定的危害非常大，

是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大问题，务必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要
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完善联
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部
门联动和协作配合，将打击
传销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
作切实抓紧抓好；要深刻揭
露传销害人的本质，进一步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自觉抵
制和远离传销；要充分运用
信息化、互联网等现代科技
手段， 准确掌握传销团伙、
人员、窝点、规模及动态，牢
牢把握打击传销工作的主
动权；要始终保持打击传销
的高压态势， 坚持露头就
打，彻底铲除传销生存的土
壤，不给传销违法分子以任
何幻想。 ■记者 奉永成

这个平台让减刑假释案“全程留痕”
避免人为干预和影响，还能网络直播 我省两级法院已使用平台办案超3000件

提前离职，住房补贴该不该退还
高管离职，引发补贴追讨案 仲裁：按比例返住房补贴

有钱人就能减刑快，假
释比例高？12月12日上午，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我省减刑假释
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有关
情况。我省减刑假释信息化
办案平台已基本建成并全
面投入使用，对相关数据进
行实时电子存档和监管，案
件办理“全程留痕”，实现全
程、动态、精准监管，避免人
为的干预和影响。

今年减刑假释案
有1.3万多起

因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等罪获刑20年，同时需连
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28万多元，岳阳人阮某先
后两次获减刑。今年7月，执
行机关以该犯在刑罚执行
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为由，再
次提出减刑建议，报送法院
审理。法院立案后，依法将
减刑建议书等材料向社会
公示，并于今年9月8日开庭
审理了此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罪犯
阮某与同案被告人连带赔
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
济损失人民币28万多元，阮
某本次只履行民事赔偿款
1000元， 不具有悔改表现。
法院认为，阮某虽积极参加
劳动和教育改造，但其不积
极履行民事赔偿，不应认定
其确有悔改表现，据此裁定
对阮某不予减刑。

今年以来，我省法院已
办理减刑假释案件 13851
件。减刑案件中，裁定减刑
的有12982件， 裁定不予减
刑的有365件。假释案件中，
裁定准予假释的有471件，
不予假释的有33件。

依法应公开的信息
实时公开

省高院审判监督第三

庭庭长刘东河介绍，减刑假
释案件中，需做到以公开促
公正，以透明保廉洁。我省
法院大力推进减刑假释信
息化平台建设，目前我省减
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已
基本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截至8月底， 省高院与
省检察院、省监狱管理局已
实现互联互通，要求全省法
院减刑、假释案件不再接收
纸质卷宗，全面实现网络办
案、无纸化办公。

自减刑假释信息化办
案平台投入试运行至今 ，
我省两级法院已使用该平
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3241
件， 通过监狱科技法庭开
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115
件。

“监狱的案件材料被法
院系统接收后， 法院立案、
分案、阅卷、撰写文书等环
节均在网上办理。平台对相
关数据进行实时电子存档
和监管，案件办理‘全程留
痕’，实现全程、动态、精准
监管，避免了人为的干预和
影响。这个平台还有同类案
件提示等功能，有助于规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裁
判尺度统一。”刘东河说。

此外，信息化办案平台
无缝对接法院现有的信息
公开平台以及全国法院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
息平台，所有依法应予公开
信息均可实现自动抓取，实
时公开；该平台自身所具有
的减刑假释案件立案公示、
开庭公告和文书上网功能，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平台具
有的视频开庭功能，能让办
理减刑假释案件实现网络直
播， 群众能够上网观看案件
审理。通过这些举措，减刑假
释案件办理过程更加公开透
明， 进一步杜绝暗箱操作可
能，提高司法公信力。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欧嘉剑

12月12日，长沙某机场，省气象局人工雨水作业人员正给飞机装载碘化银焰条。 记者 童迪 摄

我省将1910人录入全国打传系统黑名单

飞行距离1000公里，飞行高度
4000米， 燃烧10根碘化银焰条，
1000多平方公里普降小雨……

12月12日下午，冷空气的前
锋抵达湘北， 长沙上空聚集起厚
厚的积雨云，一架“运七”飞机从
长沙某机场起飞， 穿越云层，一
路燃烧碘化银， 促成雨水凝结，
给1000多平方公里影响区域带
来一场清爽小雨。 今年， 我省首
次尝试在冬季开展人工增雨，服
务我省森林防火和长株潭特护期

大气污染防治。
近段时间， 省内雨水稀少，森

林火险等级升高， 霾天气多发。省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黎祖贤
介绍， 湖南为典型的大陆性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明， 秋冬
季空气湿度小， 降水强度弱，是
一年中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最高
的时段。 据统计，10月、11月、12
月全省平均降雨日数分别为11
天、10天、10天，3个月总降雨量
多年平均值为194毫米， 仅占全

年总降水量的13.8%。
日前，省气象局、省人工影响

天气办公室编制的《湖南省飞机人
工增雨服务森林防火和生态保护
工作方案》 正式由省政府批准实
施，针对湖南武陵山区、雪峰山脉、
南岭山脉、罗霄山脉等重点森林保
护区和洞庭湿地生态保护区，在秋
冬季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值期和
洞庭湖枯水期，大范围实施飞机人
工增雨作业。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中波

防火降霾，我省首次开展冬季人工增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