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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临近年终岁尾，在城里辛
苦打拼了一年的农民工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带着厚厚
的钱包、背起鼓鼓的行囊回乡与家人团聚。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总量逾2.88亿人。为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力度。从2019年 11月 15日到2020年春节
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正在全国展开。给被拖欠
薪资的农民工们一个满意的结果，是这个冬天所有人
的热切期盼。

新一年，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 本报记者 李 贞

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监察二组组长韩正武来
队里工作已有11年。在他看来，“责任感”是做好帮
助农民工讨薪这份基层工作的第一前提。“我们经常
会到一些突发现场，情况危急。在这种情形下，沟
通技巧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任何可能刺激情绪
的话都绝对不能说。一旦闹起来，后期的工作也将
会非常困难。在现场说的话必须要站在投诉人的立
场，真正替他们考虑。要真正体谅被拖欠工资的农
民工们内心的怨气，并想尽办法帮他们化解怨气。”

有一次，韩正武和同事接到任务，一群被拖欠
薪资的农民工聚集在项目工地，现场人越来越多。
该如何安抚大家？

在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中，韩正武拿着喇
叭说，“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帮大家解决困难的。大家
遇到了什么事，一个一个说。我身上带着执法仪，现
场记不住的，执法仪也能录下来。我回去肯定要一一

详查，为的是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韩正武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下，一定要给大

家一个宣泄的出口，让工友们把遇到的困难、把平
时没机会说的话都倾诉出来。倾听他们的诉求，也
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去了解真实情况。”

一份真心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那天，当韩正
武和同事撤离现场时，农民工们站在路边自发地鼓
起掌来。“那一刻我才松了口气。”韩正武说。

在队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监察队员
真心实意地劝慰来投诉的农民工兄弟：“你们两手空
空地来寻求帮助，我一定不让你们再两手空空地回
家过年。”一番话让怒气冲冲进门来的农民工感动得
流下泪。

有的农民工担心投诉举报后案件处理时间过
长，韩正武和同事们就加班加点争取尽早完成调查
进度。“尽管规定要求监察队在接到投诉举报后60天
内作出处理，但实际上一般的案件，最多只要 20天
就可以办结。”

除了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外，有些
企业的确是本身有困难，比如只是暂时资金周转不
灵或者在发展中遇到了风险。这就需要在具体办案
中加以分别，平衡好企业与农民工双方的权益，不
能将企业都一棒子打死。

“在为农民工讨薪的同时，我们也要向企业主普
及法律知识，督促企业合法经营。”据韩正武介绍，
如果确认企业并非恶意拖欠工资，就要一边明确底
线，一边予以体谅。“像一些涉及人数较多的拖欠案
件，企业要筹措、垫付几百万元的薪资，不是一两天
内就能到位的，这些实际情况在工作中我们也都要考
虑周全。”

在韩正武的印象中，有一件项目完工后一年多
才接到投诉的欠薪案件，是唯一用足了两个月调查期
的案件。“结案那天，就在我们队的大会议室里，
拖欠工资的企业现场给工人们发钱。人站了满满
一屋子。工人领完钱、签完字，脸上露出笑容。那
一刻让我觉得劳动监察工作虽然充满挑战，但特别
有意义。”

工程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导致用工秩序混乱、利益
链条长，是治理欠薪问题的一个重点。无论这个链条中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终受害的都是农民工。像战才成
和工友们遇到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王程认为，要根治欠
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就要坚持把功夫下在

平时，坚持日常抓、时时抓，对欠薪问题抓早抓小，加
大日常监察执法的力度，一手抓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建
设，落实企业工资支付的主体责任；一手抓欠薪隐患和
案件处置，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积累成为积
案 ， 减 少 农 民 工 兄 弟 越 到 年 底 着 急 回 家 、 越 需 要
钱，越拿不到钱的情况。

为了治理这一难点问题，国家层面在不断织密保障
农民工合法权益之网。

自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 以来，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属地监管责任得到有效推动。

2017 年 9 月，人社部出台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管理暂行办法》，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制度，将拖欠工资违法失信用人单位列入黑名单。

2018 年开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陆续公布。
2019 年上半年，人社部公布了 3 批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黑名单共180条，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
施联合惩戒。上了这个黑名单的企业在参与工程项目招
投标、信贷融资等方面都会受到限制，企业法定代表人
也会被限制高消费。

更严重的恶意欠薪则可能触犯刑法。2011年，刑法
修正案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拒不支付劳动者报
酬”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2011 年至 2019 年 9月，人社
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2.6
万余件，各级人民法院对7674名被告人判处拘役或有期
徒刑，有116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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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3个地区的省级政府负责人被约谈。

2019 年度根治欠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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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 施 得 力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和奉献，
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农民工，要坚决杜绝拖欠、克
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2019年12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四川成都的一
处工地视察时说，农民工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挣
的都是辛苦钱。拖欠甚至恶意拖欠他们的工资是昧
良心行为，必须坚决根治。

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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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提出在用人单
位、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将工作任务、工程发包给
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的情形下，一
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由发包单位依法承担清偿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责任。

在韩正武看来，“草案中的这一条款，给我们基

层办案人员提供了抓手，处理这种层层转包导致的
拖欠农民工薪资问题会更加有效”。

多部门联合执法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人力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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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随着社会发展，除了要关注在传统行业就
业的农民工，也要及时关注在新业态就业的农民工。
如今在外卖小哥和快递员中，也存在着外包用工、临
时用工等现象，这其中的欠薪隐患需要各相关部门尽
早介入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2008 年农民工欠薪
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2020年的目标则是实
现基本无拖欠。

“有了完善的制度建设、明确的责任落实和各级
政府部门的重视，根治欠薪，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很
有信心！”韩正武说。

▲ 2019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

监察员为 10 余农民工成功讨薪，农民工代表送锦
旗以示感谢。 受访者供图

◀ 2019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
保障监察队工作人员

（左一、左四） 在接待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代
表投诉。

孙荣珍摄

有关部门重拳频出 根 治 欠 薪根 治 欠 薪 2020年基本无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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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的工人回家的车票都买好了，他们还拖着不
给钱！我们只能来找政府！”

2019 年 12 月 25 日，离新一年到来只剩几天。一大
早，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的2号业务窗口前，
围了十几个一脸愁容的农民工兄弟，愤怒地向工作人员
诉说近段时间被拖欠工资的遭遇。大家七嘴八舌，嗓门
越来越高，安静的办事大厅“轰”地一下喧噪起来。

“大家先不要急。留一两个人在窗口讲，让我先了解
情况。那边有椅子，其他各位歇歇坐坐，喝口水。”窗口
内，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向前欠起身，语气平和镇
定地说道，紧绷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些。

有人转身到后排坐下了，也有人只是退了几步，依
然眉头紧锁，双手插在胸前，伸着头站着看。这样的讨
薪现场，令人揪心。

战才成的老家在四川巴中，来北京打工已有十多年，
干得是高空作业的危险工作，也就是“蜘蛛人”。今年是他
头一回遭遇欠薪这件闹心事：“这些工友都是跟着我来干活
的，结果30多个人都没拿到工钱。”

“我们干的是朝阳区某街道的亮化工程，现在项目完
工都3个多月了，我们还没拿到钱。眼瞅要过年了，街道
是亮了，可我们咋办？”

来到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投诉的前一天，战才成
和工友们先到项目所在的街道办寻求调解，结果发现他
们一直以为自己在给承包该工程的甲公司干活，但实际
上甲公司已经把劳务部分承包给了乙公司，乙公司又通
过包工头雇佣了战才成等人。现在是甲、乙公司相互踢
皮球，谁都不愿承担责任。没办法，战才成和工友们找
到了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

拘谨地坐在办事窗口前，战才成手里一直捏着厚厚一
沓工友们的身份证复印件。

“你们和谁签的用工合同？”工作人员询问起细节。
“之前我和那个包工头认识，他介绍我们来的。我寻

思都是熟人，就根本没想合同不合同的。”战才成说。这
相当于现在工人们手里并没有任何凭证。怎么办？

“这样，你先给我一个乙公司联系人的电话，我跟他们沟通
下，看看他们现在承不承认你们是给他干活了。”工作人员说。

过了10多分钟，工作人员回到了办事大厅，焦急的工

友们呼啦一下将他围在当中。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刚才打电
话过去，是乙公司的负责人杨总接的电话。我说明了情况，他
们承认了雇佣关系，也承认工资没发到位。现在他们提出过几
天先打款4万元。”工人们紧绷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乙公司虽然在监察队的施压下，口头承诺会支付一部
分钱款，但毕竟还没有落到实处。工作人员建议，战才成
和工友们接下来还是要找直接联系他们的那个包工头先写
个欠条。“写清楚欠你们多少人多少钱，你们手里最好得有
个凭证。”然后又给了战才成几份表格，一一告诉他该如何
填写，“如果乙公司没有按时打款，你们填好表格后可以过来立
案”。最后又嘱咐大家：“以后可别什么活儿都接了。记住，不给
签合同的活儿，别干！”

“在建筑市场上‘老乡带老乡’的现象仍大量存在，
很多农民工还没有意识到签合同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律上
的保护。”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队长刘士广说，处理这
样的案件，工作人员首先要取证：工程是由谁包给谁的，
工人又是谁找来的，到底有多少工人参与了施工，谁能证
明。将这当中的层层关系链条捋顺、证实后，绝大多数农
民工的工资都可以要回来。

一个月前，60多岁的农民工老邱就在有关部门的帮
助下刚讨回了被拖欠的工资。

同样是轻信了“老乡”关系，老邱和10多名工友的
工资尾款拖了一年也没拿到。“那年结工资的时候，老板
说工程款尾款还没到，工资只能先结一部分，剩下的年
后再给。我想老板和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人，相互体谅
体谅，缓一缓应该没啥大问题。”结果后来老板的公司经
营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老邱迟迟要不回剩下的工钱，
再加上用工双方之间没有欠条等物证，老邱只好从此踏
上了奔波讨薪路。“我从老家来一趟公司的车票是 50 多
元，来回就得100多元。一年里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趟。老
板总共欠我不到1万元，怎么就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我呢？”

自行沟通无果后，2019年11月27日，老邱终于走进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12 月 2 日，涉事企业老板
就被约谈，并同被欠薪的农民工当面沟通。12月16日下
午，老板终于在调解室现场为老邱他们支付了全额工
资。激动的老邱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说：“拖了一年多
的工资，终于要回来了！感谢政府！”

“不给签合同的活儿，别干！” “不让你们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不让你们两手空空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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