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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我们的工资拿到了！”农民工焦兴涛
在电话中高兴地告诉记者。1 月 30 日下
午，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劳动与社会保障
科，五位农民工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共
计 45904元。

焦兴涛第一时间将一万多块钱存到了
银行，用他的话来讲：“还是存起来踏实，不
然总感觉好像随时都会被要回去一样。”周
星辰则赶紧拉着另一个工友急急忙忙去了
火车站，“不知道哪天能给钱，所以总不敢
买回家的票。我要赶紧去买最近的一趟
车。”张国涛则低头在纸上算起了账：饭钱、
买药钱、车票钱⋯⋯“三个月没发工资，身
上早没钱了，车票钱什么的都是借的，这下
要赶紧还上。”90后的王利群开心地给家里
打着电话：“爸，工资要到了，发了六千多，
还有四千多没有发。”电话那头：“甭管那
了，赶紧回家过年吧！”四个农民工各忙各
的，焦保旺却将钱放进了最里面的口袋，坐

在椅子上发呆。
“发到钱了不高兴吗？”记者问，“有点开

心不起来，其实我们的工资每个人都没有发
够，我发了一万多，少了 4600 元，是少得最
多的一个。”焦保旺指了指王利群，“我不像
他没有负担，我还有两个儿子要养，再说这
四千多毕竟是血汗钱啊，说没就没了。”

五个农民工原先工作的厂子，每个月
都会贴出每个工人的工作量，五个人对照
着自己记下来的工作量，没有发现有差错，
但是结清欠薪这天，五个农民工显然没有
拿到预期的工资数，平均每个人少 4500 元
左右。

焦兴涛说，原来工作的厂子核出来工
资数后，黄村劳动与社会保障科通知了他
们，如果接受这个数就拿钱撤诉，如果不接
受就走劳动仲裁。“打官司我们耗不起，一
过完年马上要找工作，而且我们没有证据，
工作量是没问题，但是单价都是口头约定，

最后人家不按约定的单价算，少算 4000 多
那也没办法。”焦兴涛无奈地说。

所以他们还是选择接受厂子核出来的
工资数，“来领工资时，厂子那边让填了单
子写着‘与厂子解除劳动合同，工资已结
清’，与劳保科签了单子‘本人已领到工资，
现撤诉’，还按了手印。这就意味着以几千
块打水漂的代价换回了三个月的辛苦钱。”

王利群插着话，“能领到这些已经很不
错了，我们可费了好大的劲呢！”

为了早点要到工资，五个农民工几乎
每天都来黄村劳保科，催着问进展。1 月
16 日去大兴区监察大队，对方说已经移交
到黄村镇了，当天农民工就去了黄村问，黄
村说厂子不承认他们的员工身份，后来再
次联系说承认了，让 1 月 21 日去。21 日当
天农民工去了劳保科，得到答复说厂子没
有钱，推到 1 月 24 日，后来又说要核实工资
数，计划 2 月 3 日结钱。五位农民工没有办

法，眼看就过年了，只好跟工作人员软磨硬
泡，劳保科的人说尽量帮助解决，这才提前
到 1月 30日。

由于黄村劳保科负责人以工作太忙抽
不开身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五个农民
工原来工作的厂子联系未果，记者无法得
到这两方当事人对此事的回应。

焦兴涛说：“黄村这边已经很负责了，
起码来了有个话有盼头，之前在大兴劳动
监察大队的时候，从上午去等到下午下
班，找到人总说不归他管，打电话总没人
接，有人接又说管事的不在，我们也不知
道案子归谁管，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该怎
么办。”

我们从劳保科的大楼里出来。几个农
民工如释重负，终于拿到工资可以回家过
年了。焦兴涛说他给父母买了过年衣服，
是暖和的羽绒服，还给父亲买了酒，是北京
的二锅头。

““我们的工资拿到了我们的工资拿到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杜 芳芳

本报讯 记者陈力报道：春节将近，
在内蒙古打工的 76382 名农民工在保障农
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帮助下，拿
到了被拖欠的 87391 万元的工资踏上回乡
旅途。他们对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
察布市、二连浩特深情回望——以上地区
已经实现了农民工工资零拖欠。

内蒙古各级各地高度重视农牧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专门成立由党委、政府统一
领导，人社、住建、公安、工商、财政、
信访等部门参加的工作小组，把宣传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贯穿于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全过程，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大
执法检查，依法处理欠薪案件，切实保障
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全区各地去年共印发

《农牧民工维权手册》 等宣传资料 20 多万
份，接受咨询 2 万多人次，各级劳动保障
监察机构接受举报投诉案件结案数达6600
余件。2012 年 10 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全区 1540 名专职监察员深入 9467 户用人
单位进行排查，涉及农牧民工47.2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通过联席会议、情况通
报、联合检查等多种形式，统筹安排、综
合治理，逐步形成了一套保障农民工工资
及时足额发放的长效机制。一是各级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积极配合建设部门，在建筑
行业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二是明确企
业工资支付责任，完善了建设单位、总承
包单位、分包单位欠薪追究连带责任制
度，对发生工资拖欠的施工企业暂停投标
资格，限制承揽新项目，情节严重的清出
建筑市场。三是加大行政司法力度，联动
打击恶意欠薪犯罪。四是在基础建设领域
实行农牧民工实名制管理，以银行账户方
式统一发放工资。五是积极探索工资支付
监控制度。一些地区向用人单位下发了用
人单位拖欠农牧民工工资自查表，要求用
人单位限期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报送农牧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内蒙古完善防欠薪机制

1 月 22 日一大早，中建三局一公司
武烟项目工地，来自云南的农民工陶建
兄弟正将行李打包，准备回家过年。与
以往大包小包不同的是，他把被子及一
些生活用品留在了工地宿舍。他乐呵呵
地告诉记者：“今年工地很忙，收入不
错，而且公司一分钱不欠我们的。年后
就回来接着干。”

在项目部劳务办公室，陶建兄弟共领
到工资 12 万余元，看着会计将工资汇入
自己银行账户后，他刷卡确认工资已发
放。随即，陶建兄弟领取工资的信息就通
过无线网络传输到了设在中建三局一公司
总部的劳务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

“农民工的工资发了没有？发了多
少？刷刷手中的 IC 卡我们便能一清二
楚。”中建三局一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张义
平介绍说，该系统已在近 30 个项目部试
运行，每名务工人员都有一张信息卡，实
现了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全过程动态监

管。张义平告诉记者，按时足额发放农民
工工资，也是公司对项目经理考核的重要
内容，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就意味
着评先、奖励等统统泡汤。

总承包企业负总责，只是湖北省建立
的农民工工资清欠“政府负责、部门履
责、总承包企业负总责、分包企业直接负
责的”责任机制中的一环。为解决农民工
工资拖欠难题，湖北省人社、住建、交
通、水利、司法、公安、检察、工会和铁
路等部门建立农民工工资清欠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形成了部门联动、各负其责的责
任机制，实行重点部位工资支付监控制
度，督促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对重大拖欠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

“近年来，清欠工作一直保持高压态
势，注意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一年比一年
好。”湖北省人社厅厅长邵汉生说，维护
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已形成
社会共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遭到各方

共同谴责，形成较好的舆论氛围，更加完
善的防范机制也正在建立。湖北省探索的
监察执法机制、联合执法机制、以总承包
负总责为核心的用人单位自我约束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社会共
同维权机制等“五大机制”，编织成一张
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保障网。

据邵汉生介绍，湖北省早在去年 8 月
就开始全面部署相关工作，较全国部署此
项工作提前近 3 个月。从去年 9 月到 10 月
底，进行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排查摸
底，从去年 11 月 26 日到今年 1 月 25 日，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各地都在
积极行动，尽最大努力让农民工都能够拿
到工钱，回家过个愉快的春节。

湖北建立省、市、县 （区） 联合执法
的快速反应机制，疏通举报投诉渠道，公
布举报投诉电话，深入实地督促整改，及
时 解 决 了 一 大 批 欠 薪 案 件 和 拖 欠 工 资
隐患。

湖北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网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陈 超 王誉兴

2月 1日下午，山西壶关县人关军波终
于拿到了拖欠了 2个多月的工资，124张百
元大钞被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太感谢劳动
监察大队的领导了，我昨天来反映问题，今
天就拿到了工资，这下能回家过个好年了。”

春节前是农民工维权讨薪的集中高发时
段，讨薪的结果关乎成千上万个家庭能否过
好一个祥和的春节。为此，2012年11月，山
西省人社厅等7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
省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据太原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刘建军介绍，截
至2013年1月22日，太原市共排查用人单位
5416户，涉及职工人数21.0973万人，责令相
关企业支付工资 5319.926 万元，成功帮助
7226名农民工将拖欠工资拿到了手。

拿到劳动成果的农民工脸上绽出了最
幸福的微笑，而这微笑背后是全省劳动监
察人员几近不眠不休、四处奔走的一个冬
天，不少工作人员累倒在了岗位上。“辛苦

一些不算什么，为了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问题，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以预
防为主的制度建设上。”山西省劳动保障监
察总队副总队长杨优天说道。

早在 2007年，山西省人大就审议通过
了《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在全国率
先通过立法确保工资保证金制度的落实，从
源头上杜绝企业欠薪的可能。截至目前，全
省用人单位已预存工资保证金15.1亿元。

2011 年起，山西省创新建立了建筑施
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登记卡制度，一张
小小的卡片成为了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
资的保障。据介绍，这种卡片上详细登记
有用工单位、工人详情、劳动合同内容、工
资标准、应付工资、欠付工资等情况，一月
填写一页，保证按月登记结算。

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山西省落实了“网
格化”责任制，使防范端口成功前移。据介
绍，山西将辖区内的全部用人单位纳入监

管网格，及时掌握用人单位的用工信息，主
动发现并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违规问题，
力图将劳资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

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不仅让农民工免
受欠薪之苦，也为企业带来了不少益处。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信誉和名声十分宝贵，
从其本意而言，他们绝不愿拖欠农民工工
资，事实上，许多工资纠纷都缘自工程层层
转包过程中的复杂状况，或者是公司自身
管理的漏洞。

“政府想了许多办法从源头上杜绝欠
薪问题，这也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好处。”中
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工程科科
长张秀庭说道：“对于我们施工企业来说，
政府的工作有效督促了甲方的付款质量，
保障我们的资金运转，同时，通过政府信
息，我们也能识别出问题施工单位。在企
业管理方面，更是对我们促进不少，提高了
公司的整体素质。”

“急民工之急 解百姓之难”
——山西建立预防机制有效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急民工之急 解百姓之难”
——山西建立预防机制有效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2013年 1月，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发生 60多名民工
集体讨薪事件，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介入调
查。经过 5 个小时耐心细致的调解和宣传，讨薪案件得
到圆满解决，讨薪农民工撤离现场并于第二天上午收到
共计 35万元的工资拖欠款。

近年来，昌平区委、区政府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出发，始终把落实“无拖欠工资”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釆取多种措施，努力打造

“无拖欠昌平”。

事前干预 源头防范

昌平区委、区政府注重事前干预、源头防范，对流动
人口比较集中的 101 个村实行了村庄社区化管理，建立
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农民工服务管理中心等机构，
协调处理农民工劳务咨询、讨薪上访等问题，并依托公安
昌平分局实有人口办在全市率先整建制启动实有人口服
务管理全覆盖体系建设，从源头上努力预防拖欠工资现
象的发生。

昌平区依托全区 480 个基础用工管理网格，搭建劳
动监察网格化监管平台，做到定人、定责、定岗，实行“—
户一档”，健全动态监控制度，建立用工单位工资支付情
况信用档案，作为企业评优评先、享受政策优惠的重要依
据，全区劳动监察网格化管理覆盖率达到了 100%。

昌平区定期对投诉举报案件发案区域、发案企业分
布和发案高峰时期进行分析，对因工资问题被投诉举报
三次以上的企业、外来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以及存在重大
工资拖欠隐患企业定期进行隐患排查，实行重点监控。

协作联动 形成合力

昌平区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由区
人力社保局、区住建委、区信访办、区总工会等区解决农
民工拖欠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执法工作
组，对全区拖欠工资类案件共赴现场、共同处理，形成工
作合力；建立联合执法工作组定期会商制度，对案件处理
工作中反映出的问题或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进行排查、
会商，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并有针对性开展通过

“一个案件规范一家单位”专项活动，对案件多发，存在不
稳定因素的重点企业，有关部门共同到企业现场办公，提
供上门指导服务，及时化解劳动争议和拖欠工资隐患。

活动开展以来，共深入企业累计 34 次，仅为鹿牌公
司就调解争议案件 1173 件，涉及金额 1681 万元。同时，
建立劳动执法监察部门与法院的信息共享及案件处理的
无缝对接机制，全力确保职工工资的优先支付。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北京昌平承诺“无拖欠工资”
本报记者 苏 琳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北京昌平承诺“无拖欠工资”
本报记者 苏 琳

本报1月25日报道的“五个农民工的讨薪路”，目前有了最新进展，通过多方

努力，1月30日这5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工资——

本报本报11月月2525日日报道的报道的““五个农民工的讨薪路五个农民工的讨薪路”，”，目前有了最新进展目前有了最新进展，，通过多方通过多方

努力努力，，11月月3030日日这这55位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工资农民工终于拿到了工资——

图为钟祥市劳动监

察局为程开元等 26 名

农民工追讨欠薪 19 万

元发放现场。

钟国庆摄

春节临近，最令人们牵肠挂肚的事情莫过于农民工的工资问题。辛

辛苦苦忙碌了一整年的农民工是否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应有报酬？连日

来，记者跟踪采访了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被拖欠工资的 5 位农民工，记录

下了他们亲口讲述的讨薪故事——

本版编辑 姜天骄

图为北京市大兴区一名刚刚领到工资

的农民工正用 ATM 自动存款机进行储蓄。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1 月 24 日，一名农民工在清点刚刚领到的被拖欠的

工资。当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务工的 71 名

农民工领到总额 29.2万元的被拖欠工资。

司新利摄（新华社发）

2012年 11月 26日至 2013年 1月 31日，江苏人社厅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专项检
查，推出多项措施全力保障农民工工资到位。

“昨天一天全省就受理了 400 多件劳动投诉案件。”
经洪斌指着电脑告诉记者，今年江苏建立了全省联动
的劳动保障监察平台，劳动者在省内任何地点、通过电
话、网络和监察窗口任一渠道提出的举报投诉，均可实
时反映到该联动平台上，得到及时处置。为了方便劳
动者，今年江苏省监察总队还特意增设了 12333 举报投
诉电话。

配合全省联动的劳动保障监察平台，江苏今年还建
立农民工欠薪举报投诉和案件查处的“绿色通道”，适用
更加快捷高效的特别程序。专项检查期间，省监察总队
要求，劳动者欠薪问题 2 个工作日内回复，群体欠薪问题
５个工作日内解决，行政执法立案调查期间从 60 个工作
日缩短为 15 个工作日，元旦至春节期间缩短为５个工作
日。

劳动部门为了从源头上有效解决欠薪问题，加大了
司法宣传力度和规范用工工作推进。2012 年，江苏各级
人社门户网站普遍开辟法规政策专栏，进行政策解读和
典型案例评析。为了配合专项检查，省人社厅已集中编
印了一批劳动执法宣传画，如“理性维权，请找劳动监
察”、“工资拖欠不要慌，劳动监察帮你忙”。每张执法宣
传画上，劳动投诉维权电话 12333、江苏劳动监察网址及
各级劳动监察投诉窗口都标在最清晰的位置。

江苏人社厅的数据显示，2012 年 1-12 月份，通过劳
动部门监察拖欠工资达 6.5 亿元，专项检查过半汇总数
据显示，一个月中，江苏查出拖欠的工资总额达 3.4 亿
元，而 2011 年末的两个月专项检查期间，全省稽查拖欠
劳动工资额度为 3.5亿元。

建立快捷高效特别程序

江苏开辟“讨薪”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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