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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 试用期能“顺延”吗？
案情摘要
2019年5月1日，刘某应聘到

某建材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

了期限自2019年5月1日至2024年
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并约定试用

期为3个月，试用期内每月工资为
2800元，试用期满后每月工资为
3500元。2019年5月29日，刘某因

身体原因住院治疗，未到单位工

作，并向公司履行请病假手续。
2019年8月7日，刘某病愈后重返

公司工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

顺延试用期协议书，约定试用期

顺延至2019年10月6日。2019年12
月1日，双方因其他原因解除了劳

动合同。
2019年12月10日，刘某以公

司违法延长试用期为由申请仲

裁，要求公司按照试用期满后的

工资标准，补足刘某2019年8月7
日至10月6日的差额工资1400元。

争议焦点
试用期内职工因病休假，用

人单位能否顺延试用期？

处理结果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中有关于“同一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的法律规定，但从试用期设定

的本质目的来讲，试用期是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的相互考察期，在

特殊情形下，尤其是非因双方主

观原因导致试用期在客观上未能

实际履行，双方协商一致，应予准

许顺延试用期，但不得超过法定

最高限。

本案中，刘某与公司签订为
期5年的劳动合同，并低于法定最
高限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符合
法律强制规定。但随后，刘某于
2019年5月29日至8月6日因病休
假，也就是说，试用期期间有三分
之二时间，刘某因身体情况未能
正常到岗上班。虽然作为公司员
工，刘某在试用期内依法可以享
受医疗期待遇，但试用期毕竟是
劳资双方相互考察、相互磨合的
期间，刘某因病休假，客观上导致
用人单位无法对其工作能力、业

务水平、思想品德等方面进行充
分、细致的考察。基于此，公司与
刘某协商一致，在法定最高限以
内顺延试用期，不属于用人单位
滥用试用期规则之行为，而且庭
审中刘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
受欺诈、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表
示在试用期顺延协议书上签字，
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
其法律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因此，
仲裁委依法驳回了刘某的仲裁请
求。

(邵艳艳)

同吃国庆面 弘扬爱国情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9月

30日中午，文登区妇幼保健院
全体职工同吃“国庆面”，为祖
国庆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
泰民安。

“吃面咯!”在文登区妇幼保
健院食堂中，厨房师傅们将一
碗又一碗盛满了心意的“国庆
面”递给前来吃饭的医院职工。
最朴素平常的食物，表达的确

是最真实质朴的情感，一碗面
条吃出了大家对新中国成立71
年来生活变化的感慨和对幸福
生活的满足。

“过生日吃寿面，是咱们中
华民族的传统。今天能跟大家
一起吃面，给祖国庆生，感到非
常荣幸。”

“‘面’与‘绵’谐音，因此面
条有长寿之意。祝愿我们的祖

国繁荣昌盛、福运绵绵。”文登
区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纷纷借
这次活动，表达自己祝福。

本次活动，医院还有力地
推动了“光盘行动”，对培养全
体职工节俭用餐的良好行为习
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
使得家国同乐的爱国思想深入
人心。

(朱霖)

泽库镇卫生院开展丰富多彩的庆国庆活动
本报文登 1 0月 1 4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干部职工
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
感。泽库镇卫生院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庆国庆活动。

9月29日，家庭医生来到
辖区敬老院，开展健康宣教、
义诊咨询活动，为老人送去健
康大礼。

1 0月 1日早上 8点，全体
干部职工自觉来到南院区，肃

然站立于旗杆下，伴随着国
歌，迎着朝阳，向冉冉升起的
国旗行注目礼，随后，大家手
举 国 旗 齐 声 合 唱《 五 星 红
旗》。

医院中厅的电视上，“歌
唱 祖 国 ”、“ 一 条 大 河 波 浪
宽”、公益广告“榜样”循环播
放，预检分诊处、挂号处、门
诊的显著位置也悬挂着国旗。

“大叔，请出示一下健康

码；大姨，测一下体温吧，最

近离开过文登吗，有没有接触

外地回来的人员或发热的病

人……”预检分诊处的工作人

员一如既往，耐心和蔼的履行

着自己的职责，问诊、查房、

发药、细心的叮嘱……大家在

节日里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

行动庆贺国庆佳节的到来。

(王新红)

知信，守信，用信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为

进一步激励诚信行为，弘扬守
信精神，加强医院诚信建设，营
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氛
围，侯家镇卫生院积极组织开
展信用“进医院”活动，弘扬正
能量和主旋律，推动医院信用
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侯家镇卫生院专门召开信
用进医院专题工作会议，向全
体职工传达相关文件精神，要
求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提
高守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强调

医务人员要严肃行业纪律，严
格遵守“九不准”规定，遵守诊

疗规范及技术操作规程，对于

失信人员将依规予以惩戒。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信用管

理，推进医院信用机构设置规

范化，医院又召开信用进医院

组织架构设置专题会议，依据

上级文件精神，侯家镇卫生院

“信用议事会”及“信用信息采

集员”人员设置进行了表决投
票，广泛征求职工代表的意见

及建议，最终确定医院信用机
构设置、人员及职责。

此外，院长还亲自带头带

领全院职工签订诚信承诺书，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上级

政策及医院规章制度，自觉服

从医院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的领导，虚心接受医院信用议

事会考核奖惩，广大干部职工

相互监督，共同营造“守信光

荣、失信可耻”的行业氛围。
(刘建军)

艾传万家 健康同行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播中

医养生健康理念，近日，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走进沙子村，为村民朋友们免费开展热敏灸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从艾灸的原理及功效、常用艾灸穴位、施灸
注意事项等方面对大家进行了详细解说，并鼓励大家现场体验热敏
灸。整个现场欢声笑语，充满着“艾”的味道，洋溢着“爱”的气息。

体验后，一位村民竖起了大拇指：“在农村，象我这样上了年纪
的老人患有腰腿疼是常见的事，灸一灸真不错，疼痛马上就缓解了
好多，而且艾灸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疗效稳定，农闲灸一灸，腰腿准
轻松！”

活动结束，工作人员为前来做灸的群众发放了30余套艾灸礼
包。本次艾灸体验活动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艾灸理
疗，有效的提高了居民群众对中医的认识，增强了居民的自我保健
能力，倡导了健康、绿色的养生理念，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邵海新)

设立发热哨点诊室，筑牢社区疫情第一防线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为

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经过两个多周的选址、
改建，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发热哨点诊室已初步建成。

发热哨点诊室由原来的两
间仓库改建而成，设置在院内
相对独立的区域，设有“三区双
通道”，与普通门诊相隔离，避
免发热患者与其他患者交叉感
染，通风良好，具有明显标识。

患者来我院就诊时，先到预检
分诊台预检，在预检处由预检
人员使用非接触式测温仪或红
外测温仪进行体温测试，当体
温≥37 . 3℃时，由预检人员直接
引导到发热哨点诊室进行进行
排查、登记、报告、流调、隔离、
转诊等；还设有一间隔离留观
室，为等待排查的病人转运到
上级医院发热门诊前休息所
用。

发热哨点诊室的设立，对“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为疫情防控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提供了有力保障。我院将进
一步加强发热哨点诊室的管
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信息上
报，更好地发挥“健康守门人”
的作用，筑牢社区疫情第一防
线，为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保
驾护航。

(王忠丽)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文登区七
里汤中学注重把劳动教育伴随中学生
成长过程，提高学生劳动习惯养成，增
强热爱劳动、吃苦耐劳意识，在田野里
增长知识才干。国庆节期间，他们开展
了“走进田园，共享丰收喜悦”主题活
动，组织学生分批参加秋收。图为学生
学刨地瓜的快乐场景。

(林浩)

特色教育伴成长

18岁以上知晓高血压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10月8日是第23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

的活动主题为“18岁以上知晓血压，以促进18岁及以上成人定期自
我监测血压为重点，开展高血压防治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控制高
血压危险因素，指导群众做好自我血压管理，切实提高高血压知晓
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集市通过悬挂宣传
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的群众大力宣传高血压预防知
识，宣传高血压诊断标准、高血压的流行与危害、定期测量血压、高
血压的预防、高血压的治疗等知识，引导群众要养成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对高血压病危
害的认识程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广大居民进一步了解了高血压的防治知
识，强化了高血压的防治意识，提高了社会对高血压的科学认知水
平，倡导了“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倡18岁以上
成年人人人知晓血压，做好自我血压管理。

(杨卫)

“讲诚信 倡节俭”我们在行动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近日，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将厉行节

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结合威文卫发〔2020〕14号《威海市文登区信
用“进机关”(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制订了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信用积分管理办法》，所有职工签订了“制止餐
饮浪费、践行节俭风尚”承诺书，将勤俭节约与信用积分相挂钩，让
广大干部职工在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在行动中得以认真落实。

同时，宋村中心卫生院大力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氛围，
严肃纪律、强化监督，广泛宣传先进典型，坚决抵制铺张浪费；自觉
抵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坚决破除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等陋
习，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以良好的作风引领节约节俭的社
会风尚。

(杨卫)

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10月3日，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通过观摩学习和登山活动等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
基因。

在界石镇梧桐庵村红军纪念馆，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重温
了革命先辈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锋的英雄事迹，深切缅怀革命先辈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进一步激励大家接过昆嵛
前辈的接力棒，传承好红色基因，跑好新时代的接力赛。

随后，医院又组织全体党员集体攀登昆嵛山，大家健步登山，争
先恐后，虽汗流浃背但仍兴致高昂的向山顶进发，一路上大家欢声
笑语，不畏艰难，奋勇攀登，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展现了团结互助、
积极进取的精神。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登山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陶冶
了心志，对人生有了更深的领悟;同时感受了集体团结的力量，增加
了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今后更好的工作注入动力和活力。

当日下午，全体党员前往无染寺参观昆嵛山革命纪念馆，一幅
幅展板、一张张图片、一篇篇文献、一件件遗物真实的向我们再现了
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

参观结束后，党员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
斗的风范和伟大艰辛的革命精神，忠实履行新时代党员肩负的职责
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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