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郑州市铭昊物资设备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1002870033)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三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人卢怡雯与你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一案，定于2021年2月3
日0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西仲裁一
庭。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
十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20]269号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
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20日

拍卖公告
标的1.受洛阳新奥华油燃气公司委托：我

公司定于2020年11月27日上午10点在公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专用车辆一批。斯太尔牌
ZZ4253N3五台，安瑞科牌HGJ9380GGQ八
台CNG槽车。有意竟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到我
公司报名并交纳保证金。

标的2.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2020年11月
30上午10时在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现代小客
车豫CRE329一辆。报名截止11月26号上午
12时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11月26日。
公司地址：洛龙区中泰华庭
电话：0379-65999868 15803798858
监督电话：62325608

洛阳天瑞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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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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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快递小哥评职称”

“快递小哥”评职称值得一试

豫视频

大河财立方

大河报官方微博

大河报微信公众号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支持
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发
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时建立
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
术职称评审的贯通机制。有媒体
分析，这意味着，快递员、育儿嫂
等1.7亿技能劳动者，也能像医
生、工程师等“白领”一样参加职
称评定了。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快递行业已深入公共生活的
方方面面，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家邮政
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
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快
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7亿
件，快递企业日均服务3.5亿人
次，相当于每天4个人中有1人在
使用快递服务。全国快递业务量
突破600亿件，累计完成635.2亿
件，同比增长25.3%，增量规模连
续两年超过100亿件。

提起“快递小哥”，人们立刻
就会想到那些披星戴月、奔波忙

碌的身影，与辛勤劳作的场景一
起成为公众印象的，是“快递小
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公众之所
以有这样刻板的印象，首先是因
为快递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其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快递
小哥”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相
对较低。正因为如此，每当“大学
生入职‘快递小哥’”的新闻出现，
总是格外引人瞩目，“快递小哥”
可以评职称的消息传出，更是激
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应该明确的是，快递业的从
业人员中，并不都是“快递小哥”。
2015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正式颁布，
其中，新增了快递工程技术人员、
快递员和快件处理员3个职业。虽
然这3个职业都与快递行业相关，
但真正意义上的“快递小哥”显然
只有“快递员”。实际上，从去年开
始，山西、江苏、山东等地已陆续
为“快递小哥”评职称，综观各地
针对快递工作人员的职称评定，
职称范围都限定在“快递工程技
术人员”，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工程师”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职
称，显然应该面向这一职业群体
进行评定。

“快递小哥评职称”之所以引
起一些质疑，关键就在于有人习
惯性将快递从业人员与“快递小
哥”画上了等号，并由此产生“快
递小哥写职称论文是否强人所
难”之类的疑问。对于工程技术人
员来说，论文既是评判业务能力
的一项依据，也是对从业者综合
素质的一种检验，显然并不多余。
引入职称评定机制对于整个快递
行业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一方
面，可以鼓励工程技术岗位上的
快递从业者提升业务能力；另一
方面，也可以激励传统意义上的

“快递小哥”加强自我学习，通过
改变工作岗位来寻求更大的发展
空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些不愿
意轻易改变工作岗位的“快递小
哥”，如何能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
间？此次人社部印发通知，支持企
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建立
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

术职称评审的贯通机制，无疑有
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毋庸讳言，多
数快递企业目前仍使用计件方式
进行薪酬统计，也就是说，决定

“快递小哥”薪酬的往往是跑单
量，而不是相关业务能力与服务
态度。在“跑单量为王”的薪酬体
系中，“快递小哥”的发展空间有
限，主动提升业务能力的动力也
不免大打折扣。引入职业技能评
价，意味着丰富“快递小哥”的薪
酬体系，有助于调动他们提高业
务能力的动力和兴趣。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快递行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
术密集型转变。快递行业正在吸
引越来越多高学历年轻人参与其
中，体面的薪酬与广阔的职业上
升通道，不仅意味着稳定的职业
预期，而且意味着整个行业保持
高速发展的动力。在向“快递工程
技术人员”敞开职称评定大门的
同时，通过职业技师评定等方式
拓宽“快递小哥”的职业上升通
道，值得一试。

□唐伟

“这样的‘老师好’，意义何
在？”最近两天，四川乐至有网友
发布视频，质疑乐至中学安排学
生在校门口列队迎接老师。11月
17日晚，视频发布者告诉记者：

“早上6点50分就开始在校门口
迎接老师，太早了，还不如让学生

娃儿多睡会儿觉。”（11月19日
《成都商报》）

于初衷而言，学校的做法既
正当又充满善意，不失为素质教
育的实践。但教育部门督促学校

“优化方案”也表明，这种教育行
为在规范性上，确有诸多值得商
榷之处。

质疑者认为，一方面，学校的

如此安排是“走过场”“搞空事”，缺
乏实质性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
在中学生需要争分夺秒保证睡眠
时间的情况下，任何额外的负担
加持都会带来负面性影响。

教育是严谨而细致的科学，
对方式有着严格的要求，于方案
也应追求科学合理，以取得最好
的效果。下跪、洗脚、抱着痛哭，你

会发现这些打着传统旗号的仪
式，越来越难以让人接受，列队鞠
躬问好不过是之前类似做法的翻
版，并没有多少创新的地方，也没
有值得特别称道之处。正如相关
评论者所言，感恩教育也好，社会
实践也罢，没有基于特定情景下
的真情表达，所有的仪式教育都
有道德绑架和教育权滥用之嫌。

列队鞠躬问好，我们不需这样的感恩教育

□张诗奇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期，天
津、河北、河南等10省份开展根治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以招用农民
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
集型加工制造及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行业为重点。部分地区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提出惩戒措
施，有省份提出，落实欠薪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使欠薪违法者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

临近年关，又到了农民工
讨薪的高峰期。想要根治欠薪，
除了对欠薪者采取措施、拿回欠
农民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拿回
转包过程中转丢了的责任。转包
在理论上是不被允许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
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

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
他人。但在实际操作中，承包商往
往会选择在中标后将部分工程转
包他人。

转包转包，包下来的是工程，
转丢了的是责任。在这个过程中，
某些建筑工程行业的承包商为了
获取项目，会采取降低建造标价、
再在实际作业中向甲方要求增加
预算的方式，这就产生了第一重
款项纠纷；而二级承包商也可以
选择将工程再次转包。通过挂靠
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包工
头个人承包等手段，工程款被一
次次截取，款项纠纷同时也重重
叠加纠缠。到达最下面的包工头
与民工时，就十分容易出现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工程款的问题。
由于款项被极限压缩，转包商与
承包商又需要一级一级核验扯
皮，使得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极
易产生劳资矛盾。

其实，农民工被欠薪的决定
因素并不在于项目是否低价中
标，因为民工工资在整个工程造
价中占的比例并不大，问题是在
转包过程中，支付工资的程序出
现了问题。在转包流程中，存在着
相当比例的违法合同、违规合同，
甚至仅仅是口头协商达成的约定
等乱象，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
属于“老乡带老乡”，跟着同村或
同乡的包工头出来打工，并无纸
质合同，整个转包过程中有相当
一部分的环节没有法律约束。及
时、足量给农民工发薪的责任，就
是在这个转包过程中被弄丢了。

农民工要不到工资，虽有法
律援助，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将钱
拿到手，被逼无奈，有的农民工拉
横幅、大字报，向包工头、施工单
位讨要工资，甚至在一些包工头
的教唆下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向施
工单位施压。但作为被讨薪的一

方，施工单位同样苦不堪言。作为
上级单位，他们将工程交给包工
头，并不直接负有承担民工工资
的责任，当款项被拖欠，自己又没
有足够资金中转时，于情于理都
确实无法支付农民工的工资，也
只能使出“拖”字诀，将皮球踢给
他人。发包商、承包商、包工头互
相踢皮球，农民工在其中晕头转
向，有苦说不出。可以说，在转包
过程中，一旦中间某一环节出现
问题，留下来的就是一副烂摊子。

对于欠薪者的限制和处罚
当然很有必要，但想要根治农民
工欠薪问题，更重要的是快刀斩
乱麻，直截了当地针对转包进行
限制，让施工单位把转包丢了的
责任扛起来，让农民工被拖欠薪
水时能够第一时间找到直接承担
责任方，让辛苦一年的他们在回
家之际，能够顺利拿回自己的辛
苦钱。

根治欠薪，先找回转包转丢了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