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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请假可以吗，能
做证据吗？

近年来，因微信请假、
软件打卡等引发的纠纷不
时发生——

“电子考勤记录不能
当证据，那我还能拿啥证
明员工旷工？”7月12日，
经辽宁大连市劳动人事仲
裁委员会仲裁，辽宁某商
贸服务有限公司被裁决向
前员工姜成檀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3.2 万元的赔
偿。总经理何宽感到困
惑，为何他提供的员工姜
成檀指纹打卡清单不被仲
裁庭采纳为旷工证据。

“我连续3年的指纹打
卡记录，公司说打卡机坏

了记录就被清空了，还
能去哪找证据”“公
司说要保护商业
秘密，强逼我退
群，结果找证据
时，才发现微信
群被解散了”“公
司的办公软件出

现漏洞，数据被清
空，有的员工找我要

加班费，我都拿不出证
据来”……

如今，随着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的边界逐渐模
糊，企业的工作方式发生
了变化。从工作任务的布
置到完成，劳动者与管理
人员通过电子信息手段传
递信息成为常态。那么，
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
博、微信、QQ聊天记录、办
公软件打卡数据，以及朋
友圈照片、微信运动步数，
这些所谓的“电子考勤数
据”，在员工与企业发生纠
纷时，能否作为有效证据
被法院采纳呢？

大河法律服务团律师
认为：电子证据合理利用
才有效。

目前，我国对于电子
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至今
未出台详细的规定，导致
司法实践中对电子数据的
认定存在实际操作人身份
难以确定、司法鉴定的依
赖度较高、电子数据原件
难以确定等难点。

电子证据生效的前提
是，不能与公司的成文规
章制度相违背，而且必须
能形成证据链，比如：当你
外出公干需要请示领导，

需要在工作群里请示时，
切记一定要表述清楚，等
待领导明确回复后才可以
行动，截图留存，保留工作
的痕迹，比如车票等凭
据。请假也一样，要表述
清晰，等待领导明确表示
准假才能离开。回来销假
时，要按照单位规定补写
请假条，交单位留存。能
写书面请假条的，就首选
请假条，微信请假不做维
权首选。单独给领导微信
发送请假申请时，你和领
导联系的微信一定要从外
部就能确定该微信号就是
你的领导，比如该微信号
有领导的手机号码或者头
像。如果领导回复“嗯
嗯”，建议你再问一遍，别
害怕领导反感。

书面申请优先，电话、
口头请假其次，实在来不
及或者无法联系到领导，
再选择用微信和QQ请假，
优先选择易保存、易辨真
伪、不易篡改的数据。

总之，一定要有证据
意识，随时保留证据，以备
不时之需。

大河法律服务团供稿

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存在
男女双方同居、恋爱结束或
离婚分手时约定给付对方

“感情债”的情形，那么，这种
“感情债”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吗？今天，说说常见的“青春
损失费”“分手费”。

话题一：“分手费”有
效吗？

没有结婚却一同居住生
活，分手后打个“分手费”条
子，事后又不认，于是引发官
司。“分手费”问题一直是司
法当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
否支持？分手费给付主要包
括以下几种情况：

离婚时，约定一方向
另一方给付分手费？

案例：张兰与刘江结婚
八年，现协商离婚。双方共
同财产不足 20 万元，但离婚
协议中约定刘江一次性给付
张兰离婚“分手费”50 万元。
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后，刘江
以“分手费过高”为由，拒绝
给付分手费。

大河法律服务团解析：
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离
婚时，应对共同财产的分割
及子女的抚养达成一致意
见。离婚时约定的“分手
费”，实质是男女双方在离婚
时一方给付另一方的财产或
精神损失的补偿。根据目前
的司法实践，离婚时的财产
分割，不适用民法和合同法
规定的“公平、等价有偿”原
则。因此，本案中，即使刘江
承诺给付张兰的钱款大大高
于双方的共同财产价值，也
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
不属合同法中的“赠与”关
系，不属于实践性的合同条
款，应该履行。因此，张兰有
权利要求刘江继续支付。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解除同居时，约定的
分手费，法律能支持吗？

大河法律服务团解析：
2016年，四川省高院出台并
向全省法院下发《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四川省高院的
意见明确，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是指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
的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或
善良风俗，存在因非婚同居、
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产生的

“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精
神损失费”等有损公序良俗
行为所形成的债务等情形
的，应认定为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当事人因此签订的民
间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话题二：“青春损失
费”有效吗？

大河法律服务团解析：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杜万华大法官指出：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当
事人仅凭欠条起诉要求对方
归还借款的，需要对欠条形
成的事实基础予以审查并作
区分处理。

欠条与借条不是一回
事，关于欠条能否作为认定
借贷关系成立的依据的问
题，在审判实践中情况比较
复杂，其中一种情况是基于
其他非法关系产生的非法债
务而形成的欠条。例如，赌
博所欠的赌债，输钱后不能
马上交付的情况下可能会出
具一张欠条。又如，某人“包
二奶”，通过出具欠条的方
式，向对方承诺会补偿其青
春损失费。显然，这些所谓
的欠条都是不受法律保护
的。例如，某老板与某年轻
女子是不正当男女关系，女
方迫使男方在分手时出具高
额欠条，称之为对其青春损
失的赔偿费。类似的此种债
务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当事
人企图通过欠条的形式使其
合法化。

虽然“青春损失费”不受
法律保护，但是如果另一方
自愿支付这笔费用，且不损
害其他人的利益，则无论这
笔自愿支付的费用是称为

“青春损失费”还是“分手补
偿费”法律都不禁止。而且
如果自愿支付方已经支付
了，也不能以“青春损失费”
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要求接受
方返还。然而，在属于“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下，

“青春补偿费”即使已经支付
了，如果是用夫妻共同财产
支付的，那么支付方的配偶
是有权起诉请求“第三者”予
以返还的。《婚姻法》司法解
释（三）第二条规定，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
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
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
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
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
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
情况作出处理。

“女护士 196 刀刺死闺
蜜”案引发社会关注。日
前披露的判决书显示，行
凶者女护士方某被判处死
缓。

7月25日上午，湖南省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官
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被告
方某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生
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
构成故意杀人罪。在被抓
获归案后，被告方某如实
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方
某杀人系同性情感纠纷及
经济纠纷引发，且方某具
有法定的坦白从轻处罚等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该案判决在2018年12

月 24 日下达，家属对民事
部分的判决结果没有异
议，没有提起上诉；但被害
人家属对刑事判决结果不
服，曾请求检方抗诉，未被
接受，其后向检方提出了
申诉请求。

大河法律服务团解
析：将情感纠纷或者恋爱
纠纷作为不判死刑或者判
处死刑缓期的理由，来源
于最高法的指导意见。

1999年《全国法院维
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显示，“对于
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
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
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
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
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
案件有所区别”。

2010年，最高法在《关
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
了这一点，该文件强调，

“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
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
宽处罚”。

约定“青春损失费”“分手费”是否有效？

“女护士刺死闺蜜”
为什么不判死刑

微信请假算不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