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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须有“穿透式监管”
蒋璟璟
近日，人社部就《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用人
单位应当每月至少向农民工足额支
付一次工资。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形
式支付给农民工本人，应当向农民工
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用人单位存
在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
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的；或
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严重不良社会
影响的，该用人单位及其法人、其他
负责人将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拖欠农民工工资”可说是由来
已久的老问题了，特别是每年年末岁
尾，其往往都会成为舆论热点招致各
方关注。 为此，各地职能部门尽管也
一再进行专项治理，但终究还是没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置之于这一大背
景 下 ，《保 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条 例》
的出台，便显得尤为必要。 相比于行

工伤认定难，
到底难在哪

业惯例，“意见稿” 中的许多条款，都
显示出了极大的针对性。例如，“农民
工工资月付”一项，就是对不合理“潜
规则”的一次颠覆。
当然了，此前的一些“办法”“通
知”中，也曾提出“农民工工资按月支
付”。只是很可惜，由于其法律位阶较
低、执法不到位，最终实施效果并不
如人意……必须承认，建筑领域多习
惯在项目结束或过年前一次性结算
工资，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很多时
候，建设单位不能按时支付施工企业
工程款， 或者拨款结算周期较长，那
么施工单位自然就无法按月给农民
工支付工资。 此外，层层的发包总包
分包， 以及复杂冗长的雇佣链条，也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工资月付”的
实现。
基于现实种种，我们看到，《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 给出了一系列的破局方案。 比

如，明确“建设单位落实所需资金安
排后，才可颁发施工许可证”，这从根
本上避免了工程中间“发不出工钱”
的窘境；比如，要求“开设工资专用账
户，一旦资金未按约拨付，银行要及
时通知主管部门”。 以实时的资金监
管穿透建筑行业的封闭生态， 这 让
“农民工工资月付”有了可能。
过去， 农 民 工 行 业 长 期 存 在 着
“熟人介绍取代劳务中介”“信任背书
代替合同契约”“大额现金交易替代
银行过账”等情形。 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的举措各有侧重，但归根结底的
核心逻辑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现代社
会的公共范式，完成对“建筑农民工”
这一前现代行业的改造。 唯有从整体
上推动转型，让建筑农民工成为现代
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才能彻底保障其
享有主流职场的薪资模式，也才能建
立起权利维护的长效机制。

漫说

毛梓铭
近日，“山西教师加班用餐时猝
死， 人社部门 4 次认定不属工伤”一
事在社会广泛关注下终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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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 山西省稷山县人社局撤销原
决定, 对段晓康加班时在外用餐期间
因病死亡的情形认定为工伤。
据报道，自《工伤保险条例》实施
以来，法院撤销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并要求重新做出认定，但人社
部门坚持不认定工伤的案例时有发
生，而法院和人社部门就工伤认定认
识不同的现象更是大量存在。
究其原因，法院和人社部门在工
伤认定方面缺乏沟通是一方面。 更深
层的问题，则是法律法规文本相对工
伤保险实践的滞后。 比如，现行的工
伤认定规则围绕工作时间和地点制
定，但随着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的
出现，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已远远超过
了这个范围。 于是，对于同一个工伤
认定申请，是以现实情况为准，还是
以法律条文为准， 往往缺乏共识，到
最后，折腾的还是那些有需要的劳动
者们。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尽快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是当务之急。 特别是针
对工伤保险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特
点，要对认定标准再明确、再细化。 但
具体到当下，理清工伤认定中的矛盾
和模糊之处，仍需要法院和人社部门
加强沟通协调。 比如，建立专门联席
会议制度， 协调统一工伤认定工作；
联合出台相关意见，为基层进行工伤
认定提供统一的操作细则。

曝光
近期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烟草专卖局通过媒体平台曝光了 54 家售卖假
烟的零售户名单和地址，向公众传递了海南集群推进“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
的决心，对制假售假市场主体形成震慑。
新华社发 徐骏作

垃圾分类需要更多“
新玩法”
张冬梅
垃圾分类,是城市的“减压器”,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
进, 各地都掀起学习垃圾分类的热潮。
但常见的垃圾究竟如何分类,着实困扰
了很多居民。 近日,广州一款充满趣味
的 H5 小游戏“垃圾分类智会人”,用轻
松化、 娱乐化的方式科普垃圾分类,轻
松解决“这是什么垃圾”的疑问,让群众
迅速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获得好评连
连。
开心玩游戏,乐学分垃圾。 较之严
肃科普,用游戏科普垃圾分类具有互动
性强、趣味性强、老少皆宜等优点,可以
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的知
识和理念寓教于玩、寓学于乐。 这一新
玩法尤其获得众多青少年儿童的喜爱,
也让许多家长参与其中,成为亲子互动
学习垃圾分类的好帮手,迅速刮起一阵
乐学爱学风潮。
当前,垃圾分类不仅变得越来越普
遍化、规范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

越发智能化。 我们常说,科技服务于生
活。 全面推进垃圾分类,也要借力技术
手段创新玩法。 比如,将 VR、AR、大数
据、 人脸识别等技术运用在垃圾分类
中,创新普及形式、优化手段做法,借助
科技培养全民环保意识,提升大众垃圾
分类知晓率、处理能力,帮助他们在生
活中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
当然,垃圾分类要有更多新玩法,还
需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既要调动城市居
民的参与积极性,也要引导企业、公益
组织等力量加入。 据报道,“
垃圾分类智
会人”这款垃圾分类科普性游戏的制作
成员基本上都是凭着兴趣自发参与进
来,利用晚上、周末等碎片化时间完成
制作。 无疑,这种做法和精神值得鼓励
和发扬,我们也要为更多类似的创新活
动营造良好氛围。 只有更多人自发自觉
地以城市主人翁的身份参与进来,凝心
聚力、通力协作,我们才能下好垃圾分
类这盘棋。

乔家大院切莫
“
好了伤疤忘了疼”
刘天放
被摘掉 5A 级景区牌子后又经历
了十天闭门整改的山西“
乔家大院”，8
月 17 日上午重新开馆恢复运营。 凌晨
1 时许，记者查询“山西乔家大院”订票
微信公众号及“
美团”、
“携程”订票平台
确认，此前备受各界关注的乔家大院门
票价格调整问题有了定论：成人票价格
从原来的 138 元下调为 115 元， 半票
(学生、儿童、老人)价格对应确定为 58
元。 (8 月 17 日中新网)
7 月 31 日乔家大院景区被文化和
旅游部“摘星”后，引起很大关注，随后
几乎每天都有乔家大院整改的报道。乔
家大院整改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商业气
息太浓等六个方面。 有游客反映，逛乔
家大院像是花 138 元的门票逛商店。被
摘牌后，不仅祁县和晋中市随即采取措
施整改，就连山西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对
此做出批示，可见上下高度重视。
十天很快过去了，据反馈回来的消
息看，目前乔家大院景区内的大部分商
铺已全部撤出，景区外的商业市场全被
拆除，门票价格也降了下来。 据 8 月 16
日出版的《晋中日报》报道，8 月 15 日，
经过这几天的暂停运营以及整治，在乔
家大院景区整改提升督导组第二次会
议上， 督导组组长王建林给出的结论
是：整改初见成效。
乔家大院整改在各方的强烈关注
下，督导组组长给出的
“整改初见成效”
这个结论，应该比较客观。 无论是清理
商铺，淡化商业化氛围，还是降低门票
价格，都显示出整改的力度。然而，乔家
大院被摘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短
时期内促成，而是长期以来一味片面追
求利润，忽视游客利益受损所致。
乔家大院闭门十天后重新开张了，
也许，整改硬件设施，可能会立竿见影，
而在软件，即服务质量提高，看似更难。
而且，不仅要在整改期间见成效，更要
在今后任何时段都见成效，以达到常态
化标准。因此，在旅游产品类型单一、过
度商业化、 交通游览方面存在不足、安
全卫生投入不够、景区综合管理有待提
高、资源保护有缺陷，这六大方面都要
整改的条件下， 即使整改初见成效，也
必须防止反弹。
乔家大院的目标是，力争在一年内
恢复 5A 景区，这看似勇气可嘉，却也
困难重重， 因为过度的商业化氛围，很
难在短时间内剔除。重新开张，仅是
“
整
改初见成效”后的第一步，接下来，如何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保持良好势头，
以高质量服务重新赢得游客的信任，才
是根本。总之，切莫
“
好了伤疤忘了疼”，
何况，伤疤还未完全愈合。 那就不妨给
乔家大院提个醒：谨防重走老路，此话
并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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