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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新推公租房房源234套
申请流程是这样的
据宝山区新闻办消息，宝山区新增大场、顾村、月浦
等4个公租房项目，共计234套房源。 一居室最低1276元/
月，二居室最低1562元/月，三居室最低1942元/月。 即日
起至4月30日面向单位集中申请，由单位提交申请材料；5
月1日后进入常态化申请，面向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单位
及个人。

具体房源一览

1、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且与本区单位签订1年以上（含
1年）劳动合同；非本市常住户口，须持有《上海市居住证》
达到2年以上， 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1年以上
（含1年），且与本区单位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
2、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住房面
积的计算标准按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未享受本市保障性
住房政策（廉租住房和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配租标准

同瓴佳苑项目： 坐落于宝山区大场镇环镇北路1118

弄，该项目总计有37套房源。
上坤公园 华 庭 项 目 ：坐落于宝山区顾村镇富联路646
弄，该项目总计有16套房源。
昱 翠 家 苑 项 目 ：坐落于宝山区月浦镇月富路55弄，该
项目总计有50套房源。
旭辉澜悦苑项目 ： 坐落于宝山工业园区潘泾路4655
弄，该项目总计有131套房源。

申请条件
单位为主体申请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同时需提供以下基本材料：

1、有效身份证明；
2、本市户籍证明或《上海市居住证》及相关年限证
明；
3、婚姻状况证明；
4、工作、社会保险费缴费的证明；
5、住房情况证明；
6、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单位申请所需材料：

单位申请的还需提供本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机关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 纳税证
明、开户银行账号、单位联系人身份证等材料；单位所
在地镇政府或区政府派出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
意见。

申请时间
为提升区域营商环境，本次申请时间安排如下：
即日起至4月30日面向单位集中申请，单位提交申请
材料；
2018年5月1日后进入常态化申请， 面向所有符合申
请条件的单位及个人。
预计首批通过申请审核的申请人2018年5月即可配
租入住。

个人（家庭）承租：

1、设立在本区范围内具有法人资格的机关、各类企
事业单位或团体； 单位职工应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持有
《上海市居住证》；单位职工与该单位签订1年（含1年）以
上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承诺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金；租金
由单位直接支付或单位提供担保后由职工直接支付。
2、 单位职工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
米，住房面积的计算标准按本市相关规定执行；单位职工
未享受本市保障性住房政策 （廉租住房和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
个人（家庭）为主体申请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单位集体承租：

1、承租一居室，可安排1名单身人士或1个家庭（1-2
人）入住；
2、承租二居室，可安排1个家庭（2-3人）入住，也可拆
套安排入住；
3、承租三居室，可安排1个家庭（4人及以上）入住，也
可拆套安排入住；
4、拆套安排入住的，居住使用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
得低于5平方米。

申报信息。 可在区公租房门户网站（www.bsgzf.com.cn）
自行下载申请表。

1、单身人士可承租1套一居室；
2、家庭（2-3人）可承租1套一居室或二居室；
3、家庭4人及以上可承租1套三居室；
4、单身人士可自愿组合承租1套二居室或三居室。

申请材料
申请表：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 《上海市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准
入资格申请表》，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对提交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 并授权区住房保障机构和受理机构核实其

案例分析

申请地点
宝山区盘古路572号1号楼402室
咨询电话：56100651/18917772501

政策解读

签完离职协议后发现补偿金少于法定标准，
能追回吗？

2014年初， 老王进入本市某物业公司从事水
电维修工作，月工资4000元，奖金另计。 双方签订
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
劳动合同到期前，物业公司通知老王不再续订。
双方在办理交接时签署了一份离职协议，约
定：
“
双方确认劳动合同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
物业公司同意向老王一次性支付2017年12月工资
及奖金4800元和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000
元；老王确认物业公司未拖欠任何劳动报酬、奖金、
福利待遇，双方之间亦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 ”物业
公司亦于五个工作日后，按协议约定向老王履行上
述款项的给付义务。
事后，老王了解到其获得的经济补偿金可能低
于法定计算标准。 但物业公司坚持双方已结清全部
权利义务，不同意支付差额。 双方协商未果，老王遂
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物业公
司向其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 仲裁委
员会立案后，依法予以受理。
那么，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达成具有权利处分
性质的离职协议后，可否再行主张未尽权利？ 仲裁
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对老王要求物业公司另行支
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的仲裁请求，不予
支持。

分析点评
裁审实践中，有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在办
理离职交接时，就相关手续的办理、劳动报酬的结
算以及经济补偿金的给付等内容达成协议。 而在用
人单位按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后，又有劳动者以协议
无效为由申请仲裁，要求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另
行支付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等未尽义务
或依据法定计算标准补足差额。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签订具有权利处分性质的离职协议时，应当本着平
等、自愿、公平的原则进行协商。 一方面，用人单位
不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误导劳动者签订不具备
合法合理性的协议。 另一方面，劳动者也要提高自
身维权意识，慎重签署相关协议，以防止因考虑不
周而损害自身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
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
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
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
效。 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
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双方在
离职时达成的协议，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劳
动者其他未尽权利的处分。 离职协议性质本身属于
对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权利义务的重新安排，但
关于协议效力的认定，应着重审查补偿协议是否为
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补偿协议内容是否明
确，以及是否显失公平或者存在重大误解等，在不
违背底线基准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和尊重当事人
的意思自治，不应轻易作出否定协议效力的判断。
劳动争议的解决途径是多样化的，协商及和解
具有沟通便捷和履行及时的特点。 我们应当鼓励当
事人协商求同， 通过达成离职协议的方式解决纠
纷。 同时，也应防止协议签订后，出现当事人不遵守
诚信，推翻约定或不按约定履行，引发的不良后果
或是导致矛盾的升级。
回到本案中， 老王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
权处分其合法权利。 双方签订的离职协议未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无证据显示老王签
订离职协议时， 存在受欺诈或胁迫等情形的前提
下，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而从
“
双方之间亦
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的表述来看，可以得出老王
已处分其未尽权利的结论， 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鉴于此，劳动者在协议约定之外，另行提出其他权
利主张，将难以得到裁判者的认同和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也有部分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仅仅在离职协议中约定“
劳动者承诺放弃仲
裁、诉讼等权利”，但此类排除劳动者诉权的条款并
不具备法律效力。 用人单位仅以此为由提出抗辩，
并不能得到裁判者的采纳。
总而言之，办理离职交接属于劳动者应尽的后
“
权利处分型”的离职协议并
合同义务，但同时签订
非适用于任何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情形。 若劳动者
对协议内容存在异议， 其可以单独确认无争议条
款，并注明争议内容。 如此，才能避免离职协议成为
事后维权的
“
紧箍咒”。

电话录音如何进行才有效？
这 7个关键要素很重要
俗话说，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有时有些直接证据很难取得（如书
面签字的欠条等）， 那么进行电话
录音就成了一种简单有效的补充
证据。由于电话录音是在对方不知
情或者不知道你的真实意图的情
况进行下的，对方不会防范或者警
惕性不强， 因此取证比较容易，在
证据不足或者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这种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合法取得的电
话录音是有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
定， 合法取得的私自的录音证据，
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那么如何
进行电话录音才有效呢？一般应符
合下列要求：
一、录音的对象必须是债务人
或者承担义务的一方。只有债务人
（欠款方） 的讲话才能对他本人有
约束力。实践中有人不承认被录音
人是他本人，这时您应及时申请进
行司法鉴定， 但鉴定费用需先预
交，最后鉴定费用承担问题由法院
判决（一般由败诉方承担）。当然拨
打的电话最好是被录音者在电信
或者移动等公司登记的号码。
二、电话录音内容必须完整反
映债权债务的内容或者其他民事
权利义务内容。例如，如果是欠款，
那么录音应让债务人完整说出欠
钱的具体金额和来龙去脉。金额最
好具体到个位，越具体越好，越准
确越好。
三、 电话录音应当真实完整。
录音证据应当未被剪接、剪辑或者
伪造，前后连接紧密，内容未被篡
改，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 有
些时候录音者会故意引导对方作
出某些回答， 之后进行技术剪辑，

得出一份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这
种情况下即使真实，也是无效的。
四、电话录音内容必须反映被
录音人真实意思表达。即被录音者
必须不是在被逼、被胁迫的情况下
录音的，任何通过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绑架、威胁等手段取得的证据
都是无效的，因此在录音时应注意
言行，谈话时态度、语气一定要和
善。
五、电话录音取得的方式应当
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以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
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例如不能
凭同意结婚的录音要求法院判决
结婚（因为婚姻法规定婚姻是自由
的）。 私自在他人住宅暗装窃听设
备窃听的录音一般会因被认定侵
犯公民的住宅权而无效。
六、 电话录音应留下原始载
体， 通过录音笔或者手机录音后，
在拷贝到电脑后，存在录音笔或者
手机中的录音资料不要删除。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 录音证据如果对方
有异议时，法院或者鉴定机构会要
求您出示原始录音材料，否则录音
作为证据的证明力将有问题。另外
录音完毕后要整理成书面材料，并
刻制成光盘（法院需要）。
七、电话录音可以公证。 在公
证员面前拨打电话并录音，公证处
会出具《证据保全公证书》。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规定，经过公证的证据证
明力高于一般的证据。公证的录音
可以被法院认定没有经过剪接，另
外公证费用也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