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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加班费、提成工资等案件纠纷迅速增长，尤其同传
统的欠薪纠纷相比，与休假相关的劳动纠纷已成为劳动者主要
诉争类型

从业过劳不仅仅是法律现象，更是社会和经济现象，是企
业压力传导至员工的一种体现

工作996，生病ICU——

警惕加班常态化致员工“过劳”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近日，一则由互联网程序员引发的
新 闻 登 上 热 搜 —— 一 名 程 序 员 在
GitHub 社 区 上 建 立 了 一 个“996.icu”

（即工作 996，生病 ICU）项目，披露部分
互联网公司“996”工作制现象，引起了
不少“996工作者”的共鸣。

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员工每天早
9 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
作 6 天。这样算下来，“996 工作制”的
周工作时间最低也达到了72小时。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工
时制度有三种，即标准工时制、综合工时
制和不定时工时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
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
工时制度。有些岗位是以周、月、季、年
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但其平均
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
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

在时福茂看来，“996 工作制”属于
标准工时制，其工作时长明显违反了劳
动法。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因特殊原因需
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

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
超过 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 36小时。如
果按每天去掉 2 个小时午休，员工工作
时长达到 10 个小时，一周高达 60 个小
时。按每月 4 周计算，加班时间也远远
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上限。”时福茂说。

一位在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从业者
告诉记者，除了“996”，像“9106”“8106”
等上班模式也并不鲜见。虽然公司名义
上并没有把工作时间的长短列入相关管
理考核制度，但实际上加班已成为许多
职场人的常态。

时福茂表示，世界上各国劳动法对
工作时间都有明确规定，其目的就是为
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相关数据

显示，近年来加班费、提成工资等案件纠纷
迅速增长，尤其同传统的欠薪纠纷相比，与
休假相关的劳动纠纷已成为劳动者主要诉
争类型。

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
伍状况调查显示，迫使职工超时加班现象
较为普遍，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职工占
21.6%，仅有 44%的职工表示加班加点按
劳动法规定足额拿到了加班费或安排了相
当时间倒休。

记者注意到，在某社交平台上，有人抛
出这样一项调查，假如收到两个工作合同，
薪水较高的“996”与薪水稍低的朝九晚
五，你会选哪个？有近三分之二参与者选
择了后者。

有观点认为，“996 工作制”在互联
网企业日益盛行，实际上是行业竞争日
趋白热化的反映。从企业角度看，随着
互联网行业迅速发展，各公司需要保持
高效率。潜在延长工作时间，能够节约
劳动力成本，增加人力资源个体的产值。

有关专家认为，从业过劳不仅仅是
法律现象，更是社会和经济现象，是企业
压力传导至员工的一种体现。从员工角
度来看，不少以计件工资为基础的职工
更愿意加班，工作时间越长，意味着收入
也会相应增加。但对于拼命奋斗的企业
和个人，在注重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
到，休息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
权利。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
乔健认为，无论如何，都需要坚持维护劳
动者的报酬权、休息权，以及职业安全和
健康底线。尤其是对新就业形态，要构
造和化解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
完善适应新业态的社会保障政策，切实
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基本权益。

“对于涉嫌超时加班，劳动者可留意
保存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上下
班打卡记录，以及加班时期的工资单，以
方便维权。此外，可利用集体协商方式，
维护自身权益。”时福茂说。

致死率超 60%、近 50%感染者 90 天内死亡……近
日，一则“超级真菌被美国列为紧急威胁、中国已有 18
例确认感染”的消息不断刷屏，引发了公众恐慌。对此，
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超级真菌”对公众健康不构成威胁，公众无需恐
慌，也无需采取特殊预防措施。

那么，“超级真菌”的主要危害究竟是什么？哪些人
容易感染“超级真菌”？如果感染该真菌该怎样治疗？针
对公众关注的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主要从事细菌、真菌
等感染性疾病诊疗的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普内
科主任医师马序竹。

据介绍，所谓“超级真菌”，是一种名为耳念珠菌，
可以在住院病例中引起严重感染的真菌。

马序竹表示，耳念珠菌既可以引起有症状性的感染，
也可以在体内携带而无症状。耳念珠菌感染的高风险人群
为患有严重慢性基础病或免疫抑制的病人，如糖尿病、慢
性肾病、HIV感染、肿瘤等。同时，新生儿、插管或留置
导管的病人、手术病人，以及使用广谱抗生素或抗真菌药
全身用药病人也可感染。身体健康的人通常不会感染耳念
珠菌。

“耳念珠菌导致的症状取决于感染的位置，包括血流
感染、伤口感染和耳部感染等。其中，血流感染最为严
重，病死率可达30%至40%。”马序竹说。

对于公众提出“超级真菌”究竟是哪来的问题，马
序竹表示，“超级真菌”的来源尚未明确。但可以明确
的是，感染主要发生在医院内，集中在免疫力低下的人
群，如重症监护病房。值得注意的是，“超级真菌”主
要通过接触病人以及接触被病人污染过的物体表面
传播。

“勤洗手和彻底清洁医院内的物品是阻断‘超级真
菌’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患者家属，以及与患者密切
接触过的人，需要在接触病人或病人使用过的物体前后，
用免洗洗手液或者皂液水彻底洗手。此外，医务人员也必
须做好手部卫生。”马序竹建议说。

对于“超级真菌”的耐药情况，马序竹介绍说，目前
该真菌主要对氟康唑耐药，同时对其他抗真菌药的耐药性
在不同菌株间存在差异，中国耳念珠菌耐药情况并不严
重。“大部分耳念珠菌感染病例可使用棘白菌素类抗真菌
药治疗，对于多重耐药耳念珠菌感染病例，可使用高剂量
多种抗真菌药联合治疗。”马序竹说。

身体健康的人通常不会感染——

“超级真菌”对公众健康不构成威胁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随着我国铁路事业快速发展，定期调整铁路运行
图成了常规动作。自4月10日0时起，全国铁路又迎
来新的列车运行图，高铁列车开行方案进一步优化。
哪些城市将在新一轮调图中受益？普速列车的开行规
模是否受到影响？请看本期主持人为您一一解答。

问：哪些城市间的旅行时间将进一步缩短？

主持人：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了运输组织，为科学
配置运力资源、提高运输供给质量创造了条件。首先，
青岛进入北京3小时交通圈。安排开行北京南至青岛
北一站直达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往返各 1 列，北京南至
青岛北实现3小时以内到达，较调图前压缩49分钟。

其次，压缩北京至兰州间高铁运行时间。调图
后，北京西至兰州西方向列车运行时间由 8 小时 04
分钟压缩至 7 小时 23 分钟，兰州西至北京西方向列
车运行时间由8小时32分钟压缩至7小时22分钟。

此外，首次开行兰州至成都间动车组列车。安排
开行兰州至成都 D762/763 和 D764/761 次复兴号动
车组列车，兰州至成都间往返分别历时 6 小时 50 分
钟和 6 小时 52 分钟，较既有线路列车运行时间压缩
约5小时。

问：哪些地区将增开列车？

主持人：为更好地服务雄安新区建设，4 月 10
日新图实施后，津保铁路新增高峰线列车4列，总数
由现在的88列增加至92列。其中，地处雄安新区的
白洋淀站增加 10 趟列车停靠，新增高峰线 3 趟列车
停靠。

调图后，上海局集团公司增开旅客列车 19.5
对。宁波首开至黄山高铁，池州常态化开行至上海始
发高铁，快旅慢游“版图”进一步扩容。启东、海门
首次迎来始发直通列车，宁启铁路运输能力进一步提
升。沈阳局集团公司增开沈阳北至佳木斯 G755/754
次列车、大连北至齐齐哈尔 G767/768次列车。昆明
局集团公司新增昆明至丽江3对动车，昆明至丽江两
地间动车开行增至6对。

问：货运能力能否进一步提高？

主持人：在新图实施后，铁路部门增加了 37 条
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运行线。唐呼线
万吨列车新增11对，达到39对，列车运行时间间隔
缩短为 10 分钟。仅此一项每日将再为区域内减少近
2000 辆重载车辆，不仅保障了运能运力，也将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京津冀“蓝天保卫战”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铁路将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
模，提升服务品质，开行普速列车 1203对，较调图
前增加 29.5对，继续开行 81对公益性慢火车，满足
旅客多样化的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公益性
慢火车都将继续为拉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本期主持人 王轶辰）

铁路调图，回家的路又快了

“史上最大规模”减税降费能够在
多元复杂的市场体系中释放哪些能量？
政策落地对企业经营将产生怎样的“化
学反应”？……近日，经济日报·中国
经济网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赴福建、重
庆等地展开了调查采访。

“真是相当厉害”

在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
主席兼行政总裁许连捷看来，这次减税
降费让他“非常激动”。“去年增值税税
率降了 1 个点，没想到今年又降了 3 个
点，真是相当厉害！”许连捷说，大规
模减税降费能够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企
业利润上升了，企业所得税也会增加，

“减的是税，增的是能力和活力”。
“我们真是年年踩到点上。”重庆

厚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刚
说，2017 年公司通过相关政策减免了
企业所得税近 7万元；去年国家把小型
微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提高到
100 万元，公司应纳税所得额约 96 万
元，又享受到了优惠。“我们这几年发
展很快，今年预计能实现利润总额 280
万元，国家今年再次把小微企业应纳
税所得额标准提高到 300 万元，预计
今年将减免企业所得税 47万元。”吴志
刚说。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拿到了一笔“减税账”：今年提高增值
税免税标准后，在重庆市近 58 万户定
期定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中，达到起征
点需缴纳增值税的仅 1630 户；增值税
改革政策将惠及全市 15 万余户一般纳
税人，预计将减税170亿元。

无论大小企业，这次大力度、多维
度的减税降费都让他们更“有感”了。
西人马联合测控 （泉州） 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蔡国斯告诉记者，公司原来每
月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将近 7万元，个人
所得税改革后，现在每月代扣的个人所
得税只有 1万多元。员工少缴税，拿到
更多钱，工作自然更有干劲。

西南铝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税
政主管张地杰表示，以 2018 年同期数
据测算，他们公司今年4月份至12月份
会比去年同期少缴纳增值税约 622 万
元。同时，还可以相应减少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75万元。

减 税 不 仅 要 有 “ 感 ”， 更 要 有
“数”。对于自己到底能减税多少，不少
纳税人尤其是小微企业感到“内行说不
清，外行道不明”。针对这一问题，福
建、重庆等地都开发了减税测算“神
器”。例如，从4月1日起纳税人只需在

“泉州税务”官方微信平台的“微服

务”模块或是“闽税通”APP 中点击
“税秒算”，简单输入相关数额后，就能
迅速得到自己的减税账单。

“主菜”营养全面

从 4 月 1 日起，我国制造业等行业
增值税税率由16%降至13%，交通运输
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由10%降
至 9%。这道减税降费“主菜”能给企
业带来多少“营养”？企业最有发言权。

“增值税减税对于企业最大的影响
就是增加了现金流。”中冶赛迪工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税务专员陈萍说，这次
增值税税率下降预计能使该公司全年减
税 470 万元。“此外，由于公司业务遍
布全国，差旅费一直很高。但是，这部
分费用以前不能抵扣增值税，现在国内
旅客运输服务可作为抵扣项目了，预计
今年能抵扣税额约70万元。”

“配合增值税税率下调，商品全面
降价”——泉州市大润发超市内的广告
牌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会不会就是个
噱头？”面对消费者的疑问，大润发超
市泉州鲤城店客服经理付丽拿出手机，
展示起了他们的产品管理内部系统。记
者看到很多商品在 4 月 1 日全国统一生
效新税率后调整了价格，如一款配方奶
粉从457元降到445元。“大润发在泉州
有 8家门店，这次我们借增值税税率下
调契机对商品全面降价，对于我们企业
来说可以通过降价吸引顾客，进一步塑
造大润发品牌，将减税降费红利惠及消
费者。”付丽说。

当然，增值税税率降低，并不意
味着商品销售价格一定会降。作为环
环相扣的流转税，居于产业链不同位
置、议价能力不同的企业面对增值税
税率下调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们不选
择降价。”家世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水清说，我们决定充分享受这次减
税利好，用省下来的税费扩大研发、
改善产品。

增值税减税也会给企业经营带来更
多选择。“去年受一些因素影响，我们的
一些原材料产品由从国外进口改为国内
采购。今年由于增值税税率大幅下调，
再综合其他因素，我们又计划从国外进
口这部分原材料了。”百润（中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翠雯告诉记者。

“比企业还操心”

减税降费不仅是个重活，也是个细
活，任何一个环节打了折扣，就会直接
影响纳税人的获得感。

让泉州市国联旧机动车辆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的办税员小吴感到暖心的是，
自己还没来得及仔细核计，当地税务部
门就早早发来信息提醒他们有两笔可享
受的房产税普惠减征税款，共计 10368
元，“感觉税务部门在减税上比我们企
业还操心！”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总经济
师郑元芳告诉记者，为落实好减税降费
政策，他们对接税务总局金税三期等系
统升级改造，配套升级电子税务局和社
保费等本地特色软件，加强系统运行监

控和运维响应，确保系统高效稳定运
行，纳税人顺利申报，4 月份大征期办
税缴费秩序平稳。

今年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政策
由于文件正式下发和政策执行日期之
间 有 一 个 时 差 ， 需 要 给 一 些 企 业 退
税。这次退税工作涉及企业多，每家
企业税额都不同，审核工作量很大，
也涉及财政、银行等多部门配合。记
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福建、重庆等
地都简化了这次退税流程，通过批量
处理，让纳税人的减税红利“一分不
少”及时精准落袋。

此外，税收政策宣传解读也更加实
用和接地气。福建在全国首创了“减税
降费融合宣传服务中心 （泉州） ”，着
力突出互动，搭建跨部门政策宣传服务
平台，联合各部门共同开展减税降费政
策宣传辅导，一同开展服务需求调查、
点对点精准辅导等活动。

重庆市不少区县开设了流动纳税人
学 堂 ， 把 学 堂 开 到 了 纳 税 人 “ 家 门
口”。截至目前，他们通过新媒体累计
发布减税降费相关信息 135条，通过图
解、短视频、微动漫等更加通俗易懂的
政策解读，累计阅读量超过500万。

“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既是我们
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既要确保
政策落地，还要确保政策生根；既要让
纳税人不折不扣获得物质层面上的‘真
金白银’，也要尽最大努力改进和优化
纳税服务，让纳税人有精神层面的良好
体验感。”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副局长姚朝智说。

● 大规模减税降费能够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利润上升了，企业所得税也会增

加。可以说，减的是税，增的是能力和活力

● 增值税税率降低，并不意味着商品销售价格一定会降。作为环环相扣的流转

税，居于产业链不同位置、议价能力不同的企业面对增值税税率下调，会有不同的选择

减税降费“主菜”上桌，企业界人士表示——

企业盈利能力在提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在重庆两江新区

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

税厅内，工作人员正

手把手辅导新登记纳

税人体验电子税务局

系统。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