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劳动者的“娘家人”，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是工会分内之职，不过，要想彻
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痼疾，显然还需制度层面的持续发力，以及更多职能部门的
强势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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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报道，春节临
近，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再度升
温。全国总工会日前下发《关于
切实促进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
题的通知》，提出解决拖欠工资问
题的几项具体举措，致力于有效
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近年来，为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然而，欠薪顽疾并未得到
根治。每逢欠薪事件大规模爆发，
照例会有人提出增设“欠薪逃匿
罪”，以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责任。
那么，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针
对恶意欠薪逃匿，现有的法律法规
以及维权途径是如何规定的。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用
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
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
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
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
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
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劳
动法》是任何用人单位都必须遵
守的行为准则，用人单位的违法
行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戒？

接下来再看维权途径，如果发
生劳动纠纷，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
结果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
如果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果劳动者对仲裁结果不满意，可
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法院
裁定用人单位欠薪而用人单位又
拒不执行，实际上就已触犯了《刑
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规定，有可能被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

看到这里，疑问随之而来
——恶意欠薪逃匿事件屡见不
鲜，到底有多少不良企业负责人
真正承担起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身处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费尽周
折经过劳动争议仲裁之后，那一
纸寄托着他们无限希望的裁决书
是否发挥出了足够的威力？诺贝
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将
政府形容为“契约的第三方和最
终的强制根源”。在农民工讨薪
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
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是，农民
工权益本应受到政府部门的保
护，但政府部门却并未很好地履
行自己的职责。

2006年1月31日，国务院发
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其中明确规定“建立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制度，严格规范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行为”。此后，多数省
份都根据要求建立了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制度，规定施工前由开发商
或施工单位将部分工程款缴纳到相
关部门，作为农民工的工资保证
金。然而，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并
未因此绝迹，综观各类拖欠农民工
工资事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大多
付之阙如。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
在于职能部门疏于检查，而相关责
任人的违法成本又非常低。保护
农民工的制度善意能否起到实际
效果，最终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是
否足够完善，以及能否在执行过程
中被落到实处。显而易见，只有现
有的各项法律制度充分落到实处，
才能检测出其是否对欠薪逃匿具
有足够的杀伤力，以及是否需要进
一步增加相应的刑法内容。

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过渡中不容回避的现
实问题。外来务工者最关心的问
题莫过于能否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维护这些弱
者的权利体现着城市的温度。工
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
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作为劳动者
的“娘家人”，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报
酬是工会分内之职，不过，要想彻
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痼疾，显
然还需制度层面的持续发力，以
及更多职能部门的强势介入。

农民工工资何时不再被拖欠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刘义杰 文 朱慧卿 图

44 岁的肖女士和丈夫努
力一年之后，终于如愿怀上二
胎，但是13岁的女儿雯雯（化
名）百般不愿意，相继以“逃
学”、“离家出走”、“跳楼”相威
胁。在女儿尝试用刀片割手
腕后，怀孕13周零5天的肖女
士不得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
妊娠。（据《武汉晚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恐怕很
多人都会深有感受，或亲身经
历，或耳闻目染，知道二孩与
一孩之间的冲突确实存在。
但谁也想不到，这个孩子会用
这样的办法，迫使自己的父母
放弃生二胎！

最终，在一孩的威逼下，
怀孕13周零5天的肖女士不得
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放弃
二胎。从新闻中看，这对父母
很想要这第二个孩子，而且为
此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为何
要屈服于自己13岁的女儿？原
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他们无法说服已经被自己溺爱
到在这个家庭说一不二的地
步的女儿。为了不让女儿出什
么意外，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痛
苦，像往常一样，他们选择了
对孩子的迁就、妥协……

很明显，这起家庭悲剧与

平时父母对女儿的教育失误
有关，但我们又不能只埋怨这
对父母，因为这也是一个社会
问题。那就是，社会面对这二
胎的逐渐开放，是否准备好
了？一项针对小学生“你爸妈
要生二胎，你知道吗”的调查
显示，在小学一至六年级、家
庭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720
名小学生中，351 名小学生认
为“父母生了弟弟妹妹后会对
自己一样好”，而 158 名小学
生则认为“父母不会对自己像
以前那样好”，约占被调查人
数的22%。新闻报道中，更是
出现了“杞娃忧天”的事情:

“如果我妈再生个孩子,我以
后就不能生二胎啦！”

以上只能说明了，二胎问
题被很多父母给简化了。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数据表明，“单独二孩”政策实
施近一年以来，提出申请的人
数远远低于官方预期水平。
这样的数据无疑出乎很多人
的意料，其原因显然不止是成
本问题。总之，一孩对二孩的
排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父母
溺爱养育子女观与现代教育
理念的一个冲突。很多父母
被一个孩子都折腾得够呛，他
们哪又有精力去面对另一个
孩子呢？

父母为何对子女无限迁就妥协？

□刘文 文 王成喜 图

湖南省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因贪
腐被查后，竟反问：“我当村干部不
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
了？”此言道出了村官贪腐问题的严
重性和基层治理中法治观念的缺
失。（据《人民日报》）

当官不应该贪，做贪官很可耻，这
个村干部真的不懂得小孩子都知道的
常识吗？绝对不会，不要说宪法、公务
员法、刑法、党章的规定了，就是几千
年来的传统文化，比如包公故事等，都
在宣扬清官高尚、贪官可耻的价值观，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很明显，他见过
的贪官太多了，他“捞钱”的时间太长
了，手段太公开了，遇到的阻力太小
了，以致让他产生“贪污正常、不贪污
反而不正常”的无耻逻辑了！

“当村干部就是为了捞两个”？

□北方

2015年新年伊始，有媒体
报道，江西省新余市对全市
288家公车改革单位过去一年
来租用公车情况开展突击检
查，56家违规租车单位被点名
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38家单
位的 200 多人次的个人补交
违规租车费用 8 万余元。（据
《人民日报》）

取消专车等之后，财政为
公务人员公务交通设计了车
补。拿了车补自行解决出行
问题，这是老百姓对公车改革
最为简单的理解，也是公车改
革的根本所在。但在江西省
新余市，却出现了 38 家单位
的200多人次的违规租车，说
白了就是“既拿车补又坐公
车”。这显然架空了公车改革
的举措与意义！

“既拿车补又坐公车”现
象，江西新余有，其他地方恐
怕也不乐观。这种“两头通

吃”公车违规问题，不仅让公
车改革失去应有效果，同时更
加严重地侵害了国家利益，伤
害政府信誉和民众对公权的
信任之心！而之所以出现这
种情况，显然在于改革之后的
公车管理制度落实不严，在于
监管者、制度落实者、制度管
理对象等，均是既得利益者。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硬是将一
项利好改革，弄成了一些人的

“既能坐车还能拿钱”的变相
福利。

制度是明确的，规定是详
细的，违规也是明显的。问题
是，违规之后，查实查清了，相
关处理处罚必须及时和严厉。
可让人失望的是，对这一严重
违纪的行为，当地处理的方法
仅仅是：“补交违规租车费用”、

“单位屡次违规的，将对分管领
导和主要负责人实行责任追
究”……如此“挠痒痒”式处罚，
又岂能杜绝“既拿车补又坐公
车”的违规侥幸之心？

“既拿车补又坐公车”
处罚岂能“挠痒痒”

□汪昌莲

旨在遏制“车轮上的腐败”的
公车改革启动已半年，根据要求，
2014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中央
和国家机关的公车改革。16日，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透露，中央
层面取消的3184辆公务用车已
全部封存停驶。今年春节前，将
正式启动第一批约300辆车辆的
拍卖。所拍卖车辆“不带牌”，严
格遵守“车牌分离”原则。（据《京
华时报》）

根据公车改革制度安排，中

央机关先行一步，特别是中央机
关拍卖公车“不带牌”，即实行“车
牌分离”，既保证公车拍卖的公正
性，又避免了所拍卖的公车摇身
一变为“特权车”，为地方公车
改革树立了样本。

然而，此前在一些地方，拍卖
公车的善意，演变成了贱卖公车、
变相私分公共财产的恶行。比
如，温州一辆奔驰车仅拍出2.4
万元；特别是某地一辆普桑轿车
以“白菜价”600元拍卖成交。可
见，公车如此拍卖，已经背离了车
改初衷。有人担忧一些单位和官

员打着拍卖公车的旗号，实则通
过“内部消化”的方式“瓜分”公车
福利，将公车私有化，从而导致国
有资产的流失，制造新的社会腐
败和不公。

鉴于此，各地在公车拍卖过程
中，首先要执行回避制度。同时，
应对所拍公车进行价格评估，避
免定价的随意性。再者，还要设
计更为严密的制度约束和更加严
格的社会监督作为保障。特别
是，拍卖过程和结果应全程公开，
增加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和群
众监督，避免暗箱操作。

中央机关为全国车改树立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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