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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每到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都会成
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这些年，虽然相关
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加大了执行力
度，一些机构与组织也因此受到处罚，
但欠薪行为仍然屡禁不止。那么，当前
导致农民工被欠薪的原因到底有哪
些？从根本上杜绝欠薪的发生，应该从
哪些方面着手？

欠薪屡禁不止

农民工任开华的漫漫“讨薪路”已
经走了两年有余。今年 41 岁的任开
华，老家在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天堡寨
村，因为家有年长的父母和两个尚在上
学的孩子要抚养，7年前，任开华跟着亲
属来北京打工，在工地上搬过砖、拉过
水泥，建筑小工的活基本都干过。2015
年 3月份，任开华辗转来到遂宁市中力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位于北京炼焦化学
厂能源研发科技中心项目处工作，当起
了水暖班班长。

当年 8 月份，工期结束，任开华和
另外 5 名工人却没有拿到余下的工
资。“原先和项目负责人约好一天 260
元工资，陆陆续续干了 5 个月的活，总
共拿到手的就 5000 元，欠我 3 万多元
没有给。”任开华每次提起工资，公司就
一再拖延，从10月份拖到11月份，再到
年底，工资还是不见踪影。

第二年过完春节，工资的发放依然
杳无音讯。工人们觉得不能再干巴巴
地等待，2016年3月份，6名工人找到北
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寻求帮助，接
待他们的律师建议：先回去找证据，再
准备打官司。

要找到证据并不容易，任开华等 6
人甚至难以证明自己是遂宁市中力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员工。虽然签订过
劳动合同，但合同掌握在施工单位手
上，工人们也从没有交过保险。在律师
的帮助下，工人们最后找到一张没有单
位盖章的工资公示表，一份电话录音，
其他结过工资的工友写给公司结清工
资的单子及银行对账单等，这些零零散
散的证据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经过漫长的劳动仲裁，2016年8月
份，除任开华以外的 5名工人终于拿到
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血汗钱”。但由于
施工单位刁难，如今，任开华还在等待
二审法院开庭通知，被拖欠了两年多的
3万多元，不知道何时能拿到手。

任开华的讨薪案例，并非个例。多
年来，农民工被欠薪的新闻屡见报端，
尤其是每到岁末年初，更是牵绊着大众
的心。作为户籍在农村却到城镇务工
的劳动者，农民工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
制度之外，为城市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
同时，却屡屡被欠薪，“劳无所得”，成为
让人无法忽视的社会性问题。

原因错综复杂

“农民工被欠薪之所以屡禁不止，有
着种种现实原因。”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
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于帆说，症结之一
在于用工不规范。根据相关规定，无用
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并不能承包工程项
目，但在工程建筑领域，挂靠承包、违法
分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屡禁不绝，导致建
设单位与农民工之间形成很长的债务
链，工资支付的责任主体难以厘清，农民
工讨薪时面临房地产开发方、承包方、施
工方相互推脱，欠债找不到还主。

从农民工自身来看，法律意识比较
淡薄，权利意识缺乏，也让其成为“容易
受伤的人”。很多农民工刚一来到公
司，在没有签订任何保险或合同前提
下，就开始干活，一旦需要走法律程序，
手里的证据特别少。“有的工人在欠条
上把自己的名字签成在家里的小名，直
接失去法律效力。”于帆说，农民工文化
水平普遍不高，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低，没有多少选择权。有些老板故意不
签合同，不上保险，农民工一旦有要求，
就直接辞退。

而且，一些用工单位没有按劳动法
等法律规定办事。根据劳动法等相关
规定，用工单位给农民工支付工资时，

应当每月按时支付，并且应当将工资直
接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不得拨付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代发。
以任开华为例，在工地干活几年，他却
从来没有按月领取过工资，甚至连施工
单位究竟欠自己多少钱，也只能回答出
一个 3 万多元的大概数。“都是口头约
定，负责人什么时候手里有钱了就给我
们发点零花钱。”任开华说。

“对欠薪企业处罚力度不够也是导
致欠薪屡禁不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于帆说，目前企业欠薪的违法成本偏
低，对拖欠工资的企业，法院只能责令
其支付工资，并且最高罚款不超过 2万
元，与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拖
欠工资数额相比，不足以起到震慑作
用。如果对方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结果还可能会不了了之。

与企业违规的低成本相比，农民工
讨薪的成本却高得多。要走完一整套
法律程序，快则五六个月，慢的需要几
年。虽然法律援助案件不收取律师代
理费，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吃、住、
行等方面还是会花费不少。

规范用工制度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各级政府加大
力度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越来越
多的民间律师事务所和官方法律援助
中心开始积极帮助农民工解决欠薪纠
纷，近年来农民工被欠薪问题得到了明
显改善。

人社部数据显示，在农民工劳动权
益保障上，2016 年全年共查处工资类
违 法 案 件 32.3 万 件 ，追 发 工 资 待 遇
350.6 亿元，使得欠薪案件和金额均较

上年下降。统计局监测调查显示，2016
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
人，比上年下降14.1%。

但是要从根本上化解农民工被欠
薪的难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于帆
建议，首先要规范用工制度，禁止层层
转包、遏制“垫资制”。同时，政府应该
加大对拖欠工资企业的打击力度，采取

“黑名单”方式，企业一旦出现拖欠工资
的行为，将来企业参与的招投标一定会
受到限制和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 年 9 月份，
人社部印发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是符合克
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达到认
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和
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
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
响的用人单位，应当纳入拖欠工资“黑
名单”。若被列入“黑名单”，意味着用
人单位不仅要受到人社行政部门对其
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还要
面临列入“黑名单”期间的联合惩戒措
施和社会信用评价降低，可谓“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

还有专家建议，应该尽快建立工资
支付保证金和应急周转金制度，在用人
单位拖欠工资金额较大、一时间筹集不
到足够资金的情况下，用来垫付部分工
资或给农民工提供部分生活费，解决被
欠薪农民工的实际困难。

要想彻底治理农民工被欠薪问题，
需要完善相关机制，将立法、执法和法
律援助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源头上
预防和制止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
才能真正堵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漏洞，
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临近春节，又到了农民工工

资拖欠问题的高发期。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富

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大批

农民工从边远贫穷山村来到城市

打工挣钱。但是，由于这些外出

农民工的法制观念不够健全、维

权成本高、法律援助不力，以及农

民工自身维权意识较为淡薄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一些农民工为维

权历尽艰难，最后却不了了之，成

为无头案。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农

民工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还

埋下了社会隐患，破坏了社会和

谐稳定。

完善社会管理 加大执法力度
魏永刚

农民喜欢把春夏秋冬常年不变的

劳作称作“四季歌”。如今，年年岁末农

民工讨薪的新闻从未间断，几乎也成了

多年一个调子的“四季歌”。这一方面

说明清欠农民工工资确实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为农民

工讨薪是一项迫切的社会工作，仍然需

要下力气抓紧抓好。

讨薪的农民工兄弟心头常存的困

惑是“为啥不给钱？”在他们看来，无论

包工头还是建筑老板，都是“有钱人”。

他们只要肯放手，欠自己的那点钱还是

有的。实际上，在“不给”的背后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我们承认确实有些用工

方有意拖延农民工工资不发放，甚至恶

意欠薪。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很多用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也是“不

得已而为之”，“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在“不给”工资的背后是一条长长

的资金链条。从用工企业的角度看，这

是许多不同合作单位之间以资金为纽

带连接起来的“链条”。实际上，这个链

条“链接”的是不同环节的社会关系。

“链条”的断裂或者运转不畅，都说明某

个社会环节出了问题，而不单单是没有

钱。以欠薪比较普遍的建筑行业来说，

忙碌在工地上的农民工最后领不到足

额工资，并不仅仅是建筑单位在这个建

筑工程中欠薪，“追根溯源”，可能会触

及建筑工程立项上。也许是因为立项

的时候，就埋下了欠薪的隐患。如果这

个建筑工程在立项时属于“超前设计”，

资金供应是“寅吃卯粮”，那么，本应支

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就可能被挪用或者

欠缺。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倘若施工方

摊子铺得太大，承揽了超过自身能力的

工程，那就免不了把这个工程的资金先

用到别的地方。这些环节出现的问题，

最后都可能导致克扣农民工工资。求

解农民工“讨薪难题”，需要从社会管理

角度入手，不能双眼盯在钱上。

这些年来，很多农民工兄弟已学会

了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通过

法律和劳动仲裁等途径讨薪，这无疑体

现了社会的进步。加大执法力度，提高

劳动仲裁效率，是帮助农民工兄弟拿到

工资的重要方面。可以说，解决农民工

工资拖欠问题，从法律和仲裁制度入

手，是有效抓手。同时，加大执法力度，

完善工资预存机制，等等，都可以改善

农民工的劳动关系，从而倒逼企业用工

制度改革。这是优化农民工劳动环境，

改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

农民工是重要的社会建设者，他们

的劳动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

用。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是基本的

社会价值观。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增

强对农民工欠薪的认识。全社会都来

关心这个事情，大家共同努力，不要让

农民工讨薪成为一年一度的“四季歌”。

及时查处“恶意欠薪”现象
周均虎

“恶意欠薪”案件，是社会问题，更
是法律问题，应引起全社会关注，尤其
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治理“恶意欠薪”案件是一项复杂
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政策性、法律性都
很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必须为
恶意欠薪者套上法律“紧箍咒”。

加快法制建设步伐，提高农民工

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地位。不仅要严
格执行《劳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而且还
要加快地方配套法规建设步伐，积极
探索建立、健全和完善“恶意欠薪”案
件司法机制以及法律援助机制，维护
好农民工合法权益。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公安、司法和

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需紧密配合，联
合执法，专项整治。对个别企业非法
用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
资，甚至殴打农民工等违法犯罪行为，
要严厉惩处和打击，以有效遏制和杜
绝“恶意欠薪”事件的发生，真正让农
民工“讨薪”不再难。（作者单位：云南
宣威市文兴乡党政办）

治理欠薪顽疾需疏堵结合
肖子杏

笔者从事劳动保障监察工作15年，受理和处理过各种农民
工“含泪讨工钱”和包工头“我没结到账”等欠薪事件。尽管“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已被列入《刑法》，但每年的春节前夕，依然
有部分农民工拿不到一年到头挣的辛苦钱。为何农民工年年干
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笔者认为，治理“讨薪欠薪”需要

“疏堵”结合。
一是在“疏”上做文章，变“突击应对”为“常年监控”，让用人

单位不会欠薪。首先，劳动保障职能部门要当好用人单位的法
律“顾问”。加强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主动上门为用人单位提
供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参加社会保险等劳动法律法规服
务，执行农民工“实名登记”制度；其次，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从职工与单位合同签订是否规范、劳动报酬是否符合最低工资
标准、是否及时发放、社会保险是否按要求缴纳等方面入手，让
农民工明白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工伤事故赔偿等责任主体；再
次，设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严格按工程中标段价的1%
至 1.5%缴交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必要时劳动、住建部门可动用
这笔资金发放农民工工资，再由住建部门勒令用工单位递补。

二是在“堵”上着力，变“事后调处”为“事前预防”，让用人单
位不敢欠薪。劳动保障职能部门要互相联动，受理农民工工资
拖欠问题要及时，做到快立、快审、快结、快复。对涉及人数多、
涉案数额大的案件，主动协调配合公、检、法部门，加大违法案件
的查处和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震慑违法犯罪分子，促进案件的
处理和劳动者权益的维护。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县人社局）

多方发力建立常态化机制
谭三要

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
手段来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成效显著。但是，农民工讨薪
仍然因多种原因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让农民工拿回自己的辛苦
血汗钱，还农民工公平正义，各级政府应乘势而上，建立常态化
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痛点。

一是源头预防，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完善并落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工作体制机制，制定实施办法，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纳
入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多方发力，建立健全动态监管机制。加强对政府投资
项目的审批管理，严格审查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加强对政府投
资项目建设全过程的资金监管，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资金，加大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等
制度规定，积极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三是失信惩戒，建立健全联合惩戒机制。加强对拖欠工资
的失信企业实行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由有关部门在政府
资金支持、政府采购、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
限制，使失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提高企
业失信违法成本。对因挂靠承包、违法分包、转包等造成恶意欠
薪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切实发挥刑法
对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秭归县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签订劳动合同是治本之策
石志新

今年开年不久，某市海洋主管部门就陆续收到不少打工船
员讨薪求助信息，有的是直接打电话求助，有的是求助市长热
线，还有的是通过市政府网站留言。与往年一样,作为一级主管
海洋事务部门，接到这样的求助信息，必定会积极协调解决。但
问题是，年年讨薪年年有，此类话题何时了？

笔者以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船员和船主之间
大都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碰上有良心、讲诚信的老板，兴许
能讨回薪金。但如果没有合同作为原始证据，船老板又死不认
账的话，无论是劳动仲裁还是法院的民事诉讼等官方渠道，船员
都难以讨回薪金，这让地方各级政府非常挠头。

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靠行政干预仅是权宜之计，依法处置
劳资纠纷只是治标，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构建诚信企业，确保“用
人就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才是治本之策。各级政府人力资源和
劳动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采取各种举措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按
时全额支付，才是治本之举。

（作者单位：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

农民工讨薪需政策支持
田忠华

笔者近日走访了几位外出务工的存款客户，反映能够顺利
拿回工资的占七成，不能顺利拿回工资的占三成。其中，主要是
一些建筑行业的农民工，由于工资给付并非采取按月结清方式，
大多是半年计发或者一年计发，长时间拖欠。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只是社会问题，更多的是社会责任，解决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靠农民工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策、法
律的援助。

一是政策支持。首先，要区域化管理，实行工程所在地地方
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实行对党政一把手政绩考核、作为职务变动
的参考依据。其次，地方政府要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拖欠农民工工资追究考核办法，无论是
工程发包方还是承包方出现的问题，政府都要牵头协助。

二是依法保护合法权益。农民工要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
同，并相互明确对方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劳有所得，受到法律保
护。法院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后，要本着快办案、速结
案、重实效的方式，依法为农民工维权。

三是明确劳动报酬发放方式和时间。在合同签订时，要明
确工资发放的时间与发放方式，通过银行账户转账完成，若不能
做到日清，也要做到月结。如果迟发要尽快派代表与发包方协
调、问询，了解拖欠工资的真正原因，防止日积月累。时间久拖，
会增加农民工讨薪难度。 （作者单位：山东巨野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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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任开华（右一）两年前被拖欠3万多元工资，如今他一边在河北打

工，一边等待二审法院开庭通知，在河北与北京之间奔波。

（照片为任开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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