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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
查日前结束。结果表明，全国政策性粮食
库存账实基本相符，质量总体良好，储存
较为安全，结构布局逐步改善。

本次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
大清查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为清查时点，历
时近 1 年。共抽调 1.3 万余名检查人员，组
成 1300 多个普查组，对纳入大清查范围的
2.1万家政策性粮食承储库点、20万个粮食
货位逐仓逐货位进行全面普查，做到应查
尽查、查必彻底、查必精准。

账实基本相符。在本次大清查中，通
过现场清查数量、核对账目，现有政策性
库存数量真实可靠，与国家有关部门日常
掌握的计划数量是一致的。

质量总体良好。本次大清查对全部政
策性库存粮食进行逐仓逐货位托样检验。
结果表明，政策性库存粮食的常规质量、
储存品质和主要食品安全三类指标，合格
率均处在较高水平。

储存较为安全。从本次大清查情况

看，粮食收储企业各项制度执行总体到
位，仓储管理较为规范，库存粮食储存总
体安全。

结构布局逐步改善。目前，中国政策
性粮食库存主要有政府储备和其他政策性
粮食库存等，政府储备的“压舱石”“稳定
器”作用充分体现。从品种上看，稻谷、
小麦等口粮品种占比约七成，有利于保障
口粮绝对安全；大米、面粉等成品粮库存
占比不断提高，应急保供能力得到有效保
障；粮食主销区库存占比有所提高，库存
布局逐步改善。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着重强化
制度设计和贯彻落实。完善政府储备安全
制度、储备质量管控制度、中央储备轮换
管理办法、国家储备执法督查制度，制定
储备管理问责制度、加强储备企业信用监
管制度，进一步严格粮食储备企业从业准
入，强化对临时存储粮食的监管和约束。
推动完善购销政策，防范风险消除隐患。
创新优化监管方式，构建长效机制。

“一投诉就有效，工资
全拿到了！”

老家江苏盐城的陈东是一名电工，在
外务工期间，有一件事常让他头疼，那就
是讨薪。

“出去打工，一般都是包工头带着我们到
工地上干，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并说好尾款
年前给。可经常是到了时候就见不到包工头
人影，和工友们去建设单位要钱，对方往往

‘踢皮球’。”陈东曾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
据国家统计局和人社部数据，2018年被

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近 200 万人；2019 年
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
5.8万件，各级人社部门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 3286 件，其中拖欠工资案件
2395件。

为了根治欠薪“顽疾”，国家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纷纷加大治理
力度。

今年3月9日，农民工申时开来到贵州省
劳动监察局，他与其他 6 名工友被当地一家
建筑公司拖欠了共计18000元工资。“公司说
扣掉我们7700元，只给10300元。”申时开无
奈地说。

贵州省劳动监察局了解欠薪具体情况
后，立刻安排专人展开“追薪”工作。“没想
到一投诉就有效！”一个星期后，申时开和工
友们拿到了全部工资，脸上露出了笑容。

贵州省劳动监察局局长王国洪介绍：“为
了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我们建立了大数据
服务管理平台，实时更新工程建设领域用工情
况，连通公司的专用账户，监管工资发放、合同
签订等事务。”截至4月18日，贵州的劳动用工
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累计收录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企业2867家，工程项目8404个，采集农
民工个人信息134.07万人，累计签订劳动合同
73.73 万人，与 8 家金融机构接通专线实现工
资专户开设和银行代发工资。

不仅仅是贵州，山东省青岛市挂牌成立
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专职受理农民
工因拖欠工资与用人单位发生的争议案件；
河南省今年一季度为9342名农民工追发工资
报酬1.23亿元；江苏省公布2020年春节发生
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被限制市场准入和通报
批评的企业及人员名单，77家企业、54人被
全省通报，实行限制市场准入等惩罚；重庆

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致力于解决
长久以来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薪款不分”
的矛盾。

多管齐下，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
明显遏制。人社部介绍，被欠薪农民工比重
从 2008 年的 4.1%下降到 2013 年的 1%，2018
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0.67%。全国劳动监察查
处的欠薪案件、拖欠金额及涉及人数 3 个指
标也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近年下降幅度都在
30%以上。

全力根除工程建设领
域欠薪顽疾

成效显著，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还未
彻底杜绝，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
欠工资问题仍较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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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多。

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顽疾”为何难以根
治？专家指出，目前，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
付经过总包单位、分包单位还有包工头等多
个环节，容易出现被截留、被克扣的情况；
此外，农民工工资没钱可发、工钱和工程款
相混淆、劳动用工确认难和工资核算难等问
题一直以来也比较突出。

“现在好项目竞争激烈，僧多粥少，很多
建设单位都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干活，如果施
工单位资金不足，建设单位又没有及时拨付
工程进度款，就会产生资金风险。”有着 20
多年工程建设领域从业经历的刘先生说，行
业中存在从上游向下游转嫁风险的情况，农
民工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特别是很多项目经
理经常只给农民工每月先支付 1000-2000 元
生活费，剩下等到农忙、开学、节日支付，
一旦资金出问题，很容易出现拖欠情况。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此次施行
的《条例》设专章作出规定。

例如，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没钱发”和
“专款专用”问题，《条例》 规定，施工总承

包单位要开设专项用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银
行账户，建设单位从源头上将人工费用从工
程款剥离出来，确保人工费优先拨付到位，
防止人工费与材料费、管理费等资金混同或
者被挤占。其中，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
过1个月。

再如，针对农民工工资怎么发、发到手
和发给谁、发多少的问题，《条例》要求推行
分包企业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农民工的
工资，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将
工资发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确保工资
发到本人的手里；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
分包单位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
同并进行实名制的登记和管理，如实记录施
工项目实际进场人员、考勤情况。

“过去，农民工工资由劳务分包商支付，
延期支付、工资被挪用情况时有发生。”中建
二局云南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向府介绍，公司
通过“分账管理”“实名制管理”“个人专
户”三招，组织精准监督，从欠薪源头治
理，有效保障了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对于 《条例》 关于工资保证金的规定，
江苏某建设单位总经理吴先生表示，施工单
位要向政府上交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
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工
资，这可以预防和解决企业欠薪问题。“此
外，加强对招投标单位的资金审核，落实资
金来源，这样会更好降低风险。”

业内人士指出，《条例》还规定了加强工
程建设领域劳动用工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资金、工资保证金保护等措施，即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
工资保证金不得因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
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被查封、冻结或者划
拨，这些制度为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提供了
有力的制度保障。

“黑名单”制度让企
业不敢拖欠

“《条例》 的施行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开启了依法治欠的新
阶段。”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维达认为，《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
力度，农民工可以依法上诉，保障自己的权
益；企业如有违法行为，政府可以介入管理。

专家指出，中国专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各部门各地在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方面探索了很多有效
举措，如农民工工资的专用账户、总包代
发、用工实名制、工资保证金等措施，《条
例》 就是将这些实践中成熟有效的措施上升
为法律规范。

在具体惩戒方面，《条例》明确，违反规
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
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支付；逾期不支付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
50%以上100%以下的赔偿金。针对工程建设领
域违法行为，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中的一些违法行
为，还规定了责令项目停工、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何维达指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黑
名单”制度、限制市场准入、纳入国家信用
系统等举措让企业受到严格约束，违法企业
将在市场上寸步难行，这对企业来讲也是一
种警醒与鞭策。

2018年，全国开始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制度，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
资，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的，会被列入“黑名单”。《条例》 对此进行
了明确和完善，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将对
违法单位和个人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
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
惠、评优评先、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予
以限制。

“企业一旦被记入‘黑名单’，就会影响
到未来的招投标与承揽业务。”建设单位总经
理吴先生很看重企业信用记录。

对于下一步如何落实《条例》，何维达认
为，要加大宣传力度，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
展开宣传工作，帮助企业和农民工理解 《条
例》，提高企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意识。同
时，为防范有法不依，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
监管，建立有效机制，保证法律的执行。此外，
针对用人单位一时难以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或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政府可以动用
应急周转金先行垫付，之后再进行追偿。

专家提醒，农民工应尽可能通过正规渠
道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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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有权
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投诉，或者依法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提
起诉讼。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行为，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
关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

本报西宁电 （记 者贾丰丰、金泉
才）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卫星遥感
资料监测显示，4 月下旬，中国最大的内
陆湖泊青海湖水体面积为 4543 平方公
里，较上年同期增大 28 平方公里，较近
10 年 （2010 至 2019 年）同期平均偏大 164
平方公里。

作为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
重要水体，青海湖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
蔓延的天然屏障，对周边地区的区域气候
和生态环境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据青
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专家石明明介绍，

2019 年青海湖周边区域降水量偏多、青海
湖水体面积偏大是2020年青海湖水体面积
较上年同期增大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去年青海湖流域平均降
水量为 447.7 毫米，较常年偏多两成，致

使青海湖 9 月份丰水季水体面积达 4549
平方公里；而平均水位从2005年的3192.86
米 上 升 至 3195.97 米 ， 上 升 幅 度 达 3.11
米，水体面积和平均水位都达2005年以来
最大值。

中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5月起施行——

绝不让薪酬变成“薪愁”
邱海峰 方紫薇

中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5月起施行——

绝不让薪酬变成“薪愁”
邱海峰 方紫薇

工资是农民工的保命钱、活命钱、养命钱。经过多年治
理，曾经困扰不少农民工的欠薪现象已明显减少，欠薪案件及
额度逐年下降，近年降幅均在30%以上。

如何更好地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中国第一部保
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于5月1日起施行，为彻底杜绝“欠薪”护航。

较上年同期增大 28 平方公里，较近 10 年同期平均偏大 164
平方公里

青海湖面积变大了

全面清查2.1万家政策性粮食承储库点、20万个货位

库存粮食储存总体安全
本报记者 杜海涛

▲ 《保 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条
例》 于 5 月 1 日起
施 行 ， 为 维 护 农
民 工 合 法 权 益 提
供更多法律支撑。

王 鹏作
（新华社发）

▶在北京市东
城 区 一 处 施 工 工
地，中建一局工人
通过手机扫码了解

《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的相关
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近年来，国家电网浙
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全面推
进“三区两州”深度贫困
地区电网工程建设，预计
今年 6 月 25 日前将实现西
藏那曲地区 10 千伏配电网
全覆盖并通电，超 12 万那
曲人民将用上国家电网的

“稳定电”。
图为4月份建成的那曲

地区班戈县配电网。
杨学君摄 （人民视觉）

“电”亮高原“电”亮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