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

民营科技 2012 年第 9 期

法制天地

试论临毕业大学生劳动合同主体资格
孙雅琳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临毕业大学生在工作中与用人单位产生纠纷时，
大学生应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问题的关键，
便在与临毕业大学生是否
是合格的劳动合同主体，
其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这关系着临毕业大学生就业是否受到我国劳动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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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毕业的大学生是否具有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其签订的劳动
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大学生就业的权利应如何得到保障？
那么，
我们不
妨先以一个案例来展开讨论：
2009 年 2 月，大学生马某获悉华映公司欲招收一名办公室文员
后，
持上海理工大学发给的《2009 届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前
去报名应聘，
双方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协议书》一
份。协议约定：
马某担任职务为办公室文员；
合同期限为一年，
从 2009
年 2 月 27 日至 2010 年 2 月 27 日止；
其中试用期为三个月，
从 2009
年 2 月 27 日至 2009 年 5 月 27 日止；
试用期月薪为 500 元，
试用期
满后，
按乙方（马某）技术水平、
劳动态度、
工作效益评定，
根据评定的
级别或职务确定月薪。
此外，
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
合同订
立后，
马某开始在公司上班，
但此时，
马某的毕业论文及其答辩尚未完
成，
亦尚未领取毕业证书。
2009 年 4 月 21 日，
马某发生交通事故，
之后未到公司上班。马某
在治疗和休息期间，
经学校同意，
以邮寄方式完成了论文及答辩，
并于
2009 年 7 月 1 日正式毕业。2009 年 11 月 8 日，
马某向劳动部门提出
认定劳动工伤申请，
同时公司也向劳动部门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确认
马某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系在校大学生，
其行
劳动合同无效。公司认为：
为还需受所在学校的管理，
完成学校交给的学习任务，
与社会上的其
他务工者是有差别的，
因此并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劳动主管部
门也就大学生在校期间，
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的行为作出了相
关认定，
认为在校大学生并不是合格的劳动关系主体。而马某针对公
司的仲裁申请提起反诉，
请求确认合同约定试用期为三个月，
试用期
月薪 500 元等条款违法，
要求月薪按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执行，
同时要
求公司为自己办理社会保险，
缴纳保险金。
1 临毕业大学生符合法律规定的签订劳动合同主体条件
首先，
《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
的未成年人。”
这是法律对劳动者法定年龄的最低限制，
也是劳动者取
得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法定要求。就上述案例而言，
马某
在与华映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协议书》时，
已达到法定的就业年龄（16
周岁），
身体健康，
未患有法律规定不适合工作的疾病。同时，
马某已经
取得学校颁发的《2009 届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
具备与用工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符合向社会求职的条件。
且由《劳动部意见》第 4 条规定：
“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
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
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
城务工、
经商的农民除外）、
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
可
知，
未毕业的大学生并未被排除在适用劳动法的主体之外。其实，
临毕
业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符合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主体关于年龄、
劳动能
力等条件的。因而，
将临毕业的大学生排除在劳动者范围之外，
于法于
理都是说不通的。
其次，
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欺诈、
胁迫等违背合
同当事人意愿的方式签订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 26 条规定，
以
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无效。在案例中，
马某应聘华映公司办公室文
员之职时，
华映公司已对其进行考核及面试，
对马某尚未毕业的事实
也应已经知晓。因此，
双方就应聘、
录用达成一致意见而签订的劳动合
同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存在欺诈、
隐瞒事实或胁迫等情形，
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也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实际生活中，

招用的员工为临毕业大学生，
通常是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时便知悉的情况。既然用人单位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签订合
同，
则说明其接受自己的员工为未毕业大学生的现实。因而也就不可
再归责于员工隐瞒和欺诈，
宣称合同无效。
再次，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劳动者长期处于用人单位
极其规章制度的管理和制约之下，
劳动者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
之中。
这也是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重要标准之一。
案例中，
马某
在华映公司工作期间，
接受公司的管理，
遵守公司的纪律，
完成公司交
予的任务，
因而其与华映公司之间显然是一种稳定的、
支配与被支配
的劳动关系，
而非劳务关系。综上所述，
马某作为未毕业的大学生具有
劳动合同主体资格，
其与华映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有效的。现实中，
临毕业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工作与单位中其他员工并无本质性的区
别，
同样受到用人单位的人事制约和纪律规范。临毕业大学生与用人
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是有理有据的。
2 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并不否定临毕业大学生的劳动合同主体资
格
实践中认为临毕业大学生不具有劳动合同主体资格最主要的依
据是《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 条的规定。该条文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
以本案为例，
马某显然不
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属于业余时间勤工助学的情形，
其持就业推荐表应聘华映公司办公室
文员之职，
就业目的明确，
客观上做出了与华映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
意思表示，
并实际订立了劳动合同，
该法律行为与利用课余空闲时间
生活费的在校生勤工助学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
打工补贴学费、
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为了督促在校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更专注
于学业，
完成学生最本职的任务。关于华映公司所称，
马某在签订劳动
合同时系在校大学生，
其行为还需要所在学校的管理，
完成学校交给
的学习任务，
与社会上的其他务工者是有差别的，
这种观点与立法者
的本意是有出入的。
只有在教育管理部门及高校本身为履行教育管理
职责，
督促学生圆满完成学业，
明确禁止大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与用人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大学生才不得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
同，
建立劳动关系。在教育管理部门及高校本身因学生已完成或基本
完成学业，
从而对学生已不作此要求时，
大学生参与劳动关系应不受
限制。这是落实国家促进就业政策的需要，
也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需要。本案马某已基本完成学业，
并持有学校为促进学生就业而发
给的
“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
，
其应聘求职的行为受到管理部门
与高校本身的鼓励，
应认定为适格的劳动合同主体。
3 尽快填补临毕业大学生打工实习的法律空白
我国大学生在正式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大多都会经历一个实习
其身份是学生还是劳动者，
其与
的过程。但对于大学生在实习过程中，
用人单位之间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这些法律都未予以明确的规定。
如果将临毕业大学生排除在劳动者的范围之外，
那么其实习或者就业
期间的工伤、
劳动待遇（包括工资、
试用期等的合法性）、
医疗保险、
社
会保险等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此一来，
临毕业大学生在工作期
间权利受到侵害，
便只能诉诸于法庭，
而诉讼是需要成本的，
无论是其
时间还是金钱的成本，
都是刚踏足社会的大学生所难以承担的。因而，
明确临毕业大学生的劳动合同主体资格，
填补临毕业大学生就业维权
的法律空白，
是时代的需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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