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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

一份薪水，背后是一个家庭的生活
来源和希望。

对农民工来讲，工资是养家
费、治病钱，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
一份基本保障。

年终岁末，农民工是否按时足
额拿到了应得的工资？欠薪的深
层次原因在哪里？对欠薪“顽疾”
国家将从哪些方面予以根治？新
华社记者近日在全国进行了调研
采访。

利剑出鞘，清欠在行动

12月初，天津东丽区融创融园
建设项目工地现场，十几名农民工
正在做绿化抹灰的收尾工作。

不远处，工地办公室，桌上摞
着一大沓现金。出示委托书、身份
证复印件，签字，按手印……工长
覃义正替手下7名农民工领回此前
被拖欠的工资20.3084万元。

被欠钱的农民工早已离开工
地，忙碌在天南地北。中建三局融
创融园项目负责人王飞飞连声致
歉，下面分包在与总包进行结算时
出现问题，致使部分农民工没有及
时拿到工钱。现在，由总包方中建
三局先行支付被拖欠的工资。

从接到投诉线索到帮助农民
工讨回工资，天津市东丽区住建委
和东丽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用了4天。前来督办案件的天
津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副处长
于洋说，天津市正全面推行“五四
一”工作法，通过组织在建项目签
订“零欠薪”承诺书、开设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和保证金账户、实行总
包代发和按月足额支付等，全面落
实各项保障制度，从源头杜绝欠薪
行为。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根治欠
薪冬季攻坚行动正在各地紧张推
进。

各地派出多部门联合执法检
查组，重点排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
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
制造业等领域的欠薪问题，对实名
制管理、工资保证金、工资专用账
户、按月支付等情况进行排查。

“铁腕”治欠，部门联合，利剑
出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作为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积极
构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
法的“直通车”，有效推动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及时进入
司法程序。

据初步调度，冬季攻坚行动开
展近一个月来，各地共处理欠薪案
件6654件，共为8.1万名农民工追
发工资待遇10.75亿元；向公安机

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案件 354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20件。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说，欠薪综合治理已取得明显阶段
性成效。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
发多发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多方合力，共织“保障网”

“农民工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
了重大而独特贡献，必须保证他们
的辛劳获得及时足额的报酬。”12
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如此
强调。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逾 2.88
亿人，平均年龄已达40.2岁。改革
开放40年来，他们已成为我国产业
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工资报酬是劳动者最基本的
权益。从 2003年底起，我国开始
专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猛药去疴，重典治欠，十几年
来，一道道欠薪“高压线”拉起，扎
紧不敢欠、不能欠的制度笼子，织
牢农民工工资“保障网”。

2011年，刑法修正案将“恶意
欠薪”正式列罪。2013年，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了“恶意欠薪”刑事案件的法律适
用标准。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1
号文件《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意见》，明确了从根本
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目
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201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
法》，推动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属地监管责任。通过强化
考核，层层传导工作压力。

今年9月，国务院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
2018年度各省级政府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情况。10个地
区为A级，19个地区为B级，3个地
区为C级。考核等级为C级的有
关省级政府负责人受到约谈。

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草案）》，明确了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
任，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农民
工工资。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被欠
薪农民工比重从 2008年的 4.1%，
2013 年的 1%，下降到 2018 年的
0.67%。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查处的
欠薪案件、拖欠金额及涉及人数3
个指标近年下降幅度都在30%以
上。“国家对农民工工资清欠治理
的力度越来越大，充分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社部劳
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李新旺说，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和依法治理，有
效保障了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
工按时拿到应有的报酬。

欠薪“顽疾”“病灶”在哪
里

浙江义乌一电焊组64名农民
工先后参与义乌建筑领域48个标
段的工程施工。2019年1月底前，
相关项目均陆续完工，但这些电焊
工的工钱并没有全部拿到手。

“这个项目持续了近3年，每月
工头会给我们一两千元的生活费，
余下的工钱说等项目竣工后再结
清。”今年50岁、有着20多年打工
经历的农民工代表林仁新说。

林仁新的经历，反映了根治工
程建设领域欠薪“顽疾”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

高压态势，“重拳”治理，欠薪
为何屡禁不止？根在源头，导致欠
薪的源头性深层次问题还未完全
破解，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垫资
施工、违法分包、层层转包、挂靠承
包等乱象依然存在。数据显示，
2018年建筑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
工比重为1.75%，是各行业平均水
平的2.6倍。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工程
项目从甲方到乙方，常常出现层层
分包转包。有些建筑施工单位按
月发给农民工基本生活费，剩下的
工资年底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
算。中间任何链条出了问题，处在
利益链末端的农民工就可能“白白
辛苦一年拿不到工钱”。

与往年相比，今年浙江工程建
设领域欠薪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
案件明显下降。但由于导致该领
域欠薪的源头问题没有得到根本
性解决，其欠薪问题仍有所反复。

在重庆，截至目前，建筑行业
拖欠案件数、涉及人数、涉及金额
分别占案件总数的 67%、81%、
85%。

欠薪、讨薪与经济纠纷交织。
建筑行业因为合同、建筑质量等原
因，有些包工头或分包方有意扣押
一部分农民工工资作为与上下游
进行博弈的“筹码”。拖欠案件中
讨薪与讨价相互裹挟、讨薪与讨债
相互交织，民工诉求与承包人、企
业诉求相互叠加，给工资清欠带来
诸多困难。

近年来，传统行业欠薪问题向
新兴产业延伸，东部一些地区制造
业和服务业拖欠工资现象也有所
增加。

新业态经济衍生出新型就业
形态，如专车司机、外卖小哥、电商
雇员等成为农民工群体新的务工

方向。这些领域外包用工、临时用
工、碎片化用工等用工方式层出不
穷。由于存在模式不稳定、经营扩
张激进、淘汰率高、劳动关系难明
确等问题，目前新业态经济领域欠
薪问题逐渐显现。

“平台企业打着业务外包、信
息撮合的旗号规避标准劳动关系
的法律适用，新的就业模式下劳动
关系难以确定，一旦出现问题和纠
纷，损害的只会是劳动者的权益。”
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湘南
说。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取
得新的积极进展，欠薪问题高发多
发的态势得到进一步遏制。但从
考核情况来看，各地区仍不同程度
存在一些问题，距离根治欠薪的目
标还有不小差距。

根治欠薪，共建长效机制

构建政策完整闭环，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从抓责任落实、抓重点
治理、抓制度建设、抓监察执法、抓
失信惩戒五个方面推进。

以失信惩戒来说，去年全国实
施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
理制度，对符合列入“黑名单”的企
业和有关个人“应列尽列、及时列
入”，并由相关部门依职责在市场
准入、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实
施共计30条惩戒措施，让失信企业
在全国范围内“一处违法、处处受
限”。

横向纵向压实责任，及时发现
欠薪苗头，才能把欠薪“掐灭”在萌
芽状态。

浙江2018年上线运行欠薪联
合预警指挥平台，利用省大数据中
心各个部门提供的数据服务资源，
对企业、工程项目、地区、重点行业
开展实时欠薪监测，做出大数据分
析和预警。截至目前，平台已对接
税务、法院、市场监管、电力、银行
等 14个部门 400多项数据，监管

200多万家企业和9000多个在建
工程项目。

“如果一家企业多次出现拖欠
水电费、税费等情况时，该平台就
会预判企业资金流出现问题，存在
欠薪隐患，并自动向所在辖区工作
人员发送预警。”浙江省劳动保障
监察总队副总队长陈伟说。

各地在工程建设领域推动落
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石家
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郭月军说，今年3月份，长安区劳动
监察大队督促施工企业设立专门
账户，按合同造价的1%缴存工资
保证金，每个项目封顶1000万元，
信用记录好的企业还可以按规定
给予减免，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
至今已有90多个施工企业缴存入
5000多万元。项目一旦出现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就可以动用这笔
钱清偿欠薪。项目施工结束后经
过公示确定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保证金连本带息返还施工企业。

刚刚审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草案）》规定，建设
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资金安排的，
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工许可证；
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对
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请
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从农民工个人角度出发，如何
避免欠薪，欠薪如何维权？

李新旺建议，一是尽可能通过
正规渠道就业；二是要与用人单位
签订合同，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劳动报酬、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
约定清楚。

如果欠薪发生，劳动者可以拨
打各地人社部门的政策咨询热线
电话12333，通过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投诉信
箱、接待窗口或网上投诉渠道维
权。同时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工
会组织也提供了广覆盖的法律服
务和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依法理
性维权。

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农民工工资清欠调查报告

广告

存款有保障 操作更便利

销售日期：2020年1月1日—3月31日，大额存单额度有限，售完为止。
开户日2020年1月1日，实际利息以系统计算为准，利率如遇调整，以我行公告为准。

产品

个人大
额存单

起点

20万元起

50万元起

100万元起

期限

一年

二年

三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年化利率

2.25%

3.15%

4.125%

2.28%

3.192%

4.18%

2.325%

3.255%

4.2625%

存入本金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到期收益

4500元

12600元

24750元

11400元

31920元

62700元

23250元

65100元

127875元

产品

增享存

起点

1万元起

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年化利率

1.595%

1.885%

2.175%

3.045%

3.9875%

3.9875%

存入本金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到期收益

39.87元

94.25元

217.5元

609元

1196.25元

1993.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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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阴，夜里阴
有小雨，偏北风 3~4 级，
10℃~19℃。

广
告

要存款
到中信
咨询电话：中信银行丹阳支行
86986291 86729983 86729961

大额存单 三年期利率

4.08%
额度有限，先到先得

20万
起存

农字号“龙头”昂起产业兴
全市农业龙头企业今年预计完成销售25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徐刚） 近日，在全省开展
的两年一度农业龙头企业复检
中，我市两家省级农业龙头企
业被摘牌，另有两家农业企业
——江苏华洪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森林家具集团被替补为省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这是农业龙头企业实施动态管
理优胜劣汰机制带来的结果。

近年来，我市以龙头企业
培育、重点项目建设、优化扶
持服务为抓手，强力推进农业
产业化进程，全市龙头企业生
产、效益稳定增长，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增强，有力地促进了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
除了 4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外，我市还拥有省
级农业龙头企业 12家。此外，
在今年的镇江市级农业龙头企
业认定中，我市的江苏年豊现
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绿
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翔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农业企
业也榜上有名。目前，全市镇
江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总数已达
21家。

加大投入力度，扩大产业
规模，是我市农业企业发展后
劲不断增强的主要原因。新近
被认定为国家农业龙头企业的
江苏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
自身基地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通过食用菌新品种、新技术持续
创新推广，加速食用菌产业升
级，推动了食用菌产业又好又快
发展。近十多年来，以草菇、金
针菇等为代表的食用菌产业已
经成为当地菇农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并被市政府确立为我市
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之一，形成
了以皇塘食用菌产业园为中心
的食用菌产业带，江南生物科技
还成为全国食用菌标准化示范
区和国内规模最大的草菇周年
化和工厂化生产基地。在自身
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公司积极

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聚集、
辐射和带动作用，按照“龙头企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
的模式，通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
社、实施订单农业等方式，创新
和改进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使企业与广大菇农的利益紧紧
捆在一起，带动了省内外大批
农户走上了种菇致富的增收之
路。

注重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
作，加大科技创新，加快新品
种新技术开发，促进产品优化
升级，是我市农业企业发展后
劲不断增强的另一个抓手。作
为我市最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丹阳高新区现代园艺产业
园内的江苏年豊现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共有粮食经营面积
4000多亩。公司负责人庄玉枫
介绍：“粮食全程机械化让公司
走出了绿色高效的特色农业发
展路子。我们不仅与中国水稻
研究所开展合作，增加基地优

质品种种植和各项新技术的试
验示范，还与从事军供粮供应
的无锡苏惠米业达成合作协
议，‘订单生产’解决了销售后
顾之忧，更带动了周边大户一
同增收。”

“国家和省里对农业龙头
企业实施动态管理，凡监测达
不到要求的将取消资格，这不
但促进了农业龙头企业稳健发
展，而且有利于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真正促使农业龙头昂起
来。”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农业龙头企业通过
订单农业、合同契约、保护价
收购、二次分配等形式与农户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农
户和龙头企业的双赢，预计
2019年全市农业龙头企业销售
收入可达250亿元左右。

值班：何 巍 周德传
编辑：周德传 组版：殷霞
校对：吴润仙

今日视点

“生娃”不积极
韩国社会很担心

韩国统计厅12月12日公布
的《2018年新婚夫妇统计》显示，
截至2018年 11月1日，结婚不
到5年的105.2万对初婚新婚夫
妇中，未生育子女的夫妇达42.3
万对，占比为 40.2%，比 1年前
(37.5%)上升了2.6%，这也是自
2016年（以2015年为统计基准）
开始统计以来，初婚新婚夫妇未
生育比例首次超过40%。初婚
新婚夫妇的平均新生儿数仅为
0.74 名，比一年前减少了 0.0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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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花木协会积极
引导花木栽培户发展多彩景观
花木栽培，满足生态城市建设对
多彩花木的需求，红枫、红叶石
楠、红梅及乌桕树等花木扮靓了
城乡道路和景点。图为陵口镇
城墅村农民正在红叶石楠基地
林间除草。（记者 萧也平 摄）

把握城市景观需求
发展多彩花木生产

天气“大变脸”
阴雨湿冷来袭

相比上周的晴好天气，本周
我市天气将发生“大变脸”，以阴
雨湿冷天气为主，从今天夜里开
始，大风、雨水、降温将连番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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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孙小果案
19人全部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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