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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动力市场覆盖范围不断得以扩大，所有企业和职工都平等参与供求竞
争，那么职工工资将真正体现出其强大的市场调节能力。如此，工资协商制度才能
真正实现“双赢”，而不再总被人视为专门针对“弱者”的一种庇护。

关键词 工资协商今日评论

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
市总工会日前发布“工资集体
协商新三年行动计划”，到
2018年，全市将有85%以上的
建会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至少每年一次协商“涨工
资”。同时，北京市总工会还将
建立全市职工工资和低收入职
工家庭生活支出情况的日常监
测网络，从源头参与最低工资
标准制定。

早在2000年，国家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就发布了《工资集
体协商试行办法》，时至今日，
工资集体协商依旧进展缓慢。
在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推
行工资集体协商，普遍存在“四
不”情况：企业不愿谈，担心协
商工资损害了企业方的利益；
职工不敢谈，担心提出协商要
求被企业解雇；职工对相关工
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
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

所谓“四不”，追根究底其
实只有“一不”——劳资双方的
地位不平等。由于我国劳动力
市场长期供大于求，买方市场
的优势使企业始终在工资决定
中处于主导地位，“不愿谈”实
属情理之中；就业压力之下，多
数职工都会不同程度对企业产
生依赖，因此他们不仅“不会
谈”，更加“不敢谈”；作为职工
利益的代表，工会在这场并不
对等的谈判中，难免会因顾虑
重重而“不能谈”。北京市总工

会发起“工资集体协商新三年
行动计划”，其积极意义毋庸赘
言，但仅凭工会之力并不足以
改变工资协商知易行难的困
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劳资
平等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前提和
基础。

要想扭转目前的局面，首
先应考虑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开展行业性
工资集体协商不失为一种有益
探索。职工代表直接面对企业
经营者虽然可以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签订不同的集体合同，但
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平等，因此
涉及双方利益的细节很难达成
一致，而此过程中所必需的一
些专业知识也很难为每一个职
工代表所具备，除此之外，由企
业工会单方面收集协商过程中
所需的大量材料也面临着诸多
实际困难。开展区域性、行业
性工资集体协商，不仅便于更
为全面准确地收集资料，从而
制定出合理的指导价位，而且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在协商过程
中的整体力量，避免由于力量
对比的悬殊而导致协商结果的
不公平。唯其如此，才能避免

“不能谈”的尴尬，而这实际上
也正是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所通
行的一种做法。

其次，应该尽快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为工资集体协商提
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工资集体
协商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

不仅相关法律不够健全，甚至
有些还存在冲突。如《劳动法》
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
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
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
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既
然工资是由企业自主决定，则
实际上已没有协商的余地。又
如《公司法》第55条规定，企业

“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
等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
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
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
议”。按照工资集体协商的要
求，工资显然应由劳资双方平
等商定，而不仅仅只是听取意
见、列席会议这么简单。

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应致
力于培育各类劳动力市场，建
立起一种稳定和谐的劳动关
系。“四不”压力主要来自于目
前的“买方市场”，而如果劳动
力市场覆盖范围不断得以扩
大，所有企业和职工都平等参
与供求竞争，那么职工工资将
真正体现出其强大的市场调节
能力。到了那个时候，相信任
何一个企业都不会因为“不愿
谈”工资，而坐失延揽人才推动
企业发展的机遇。如此，才能
真正实现工资集体协商所预期
的“双赢”目的，而不再总被人
视为专门针对“弱者”的一种庇
护。

工资协商不应止步于工会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2015 年 4 月 1 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
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
见》。最高人民法院15日印发
该意见，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
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
登记制。意见指出，对符合法
律规定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
必须依法受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法院受
理案件。意见将于5月1日起
施行。（据新华社）

以“立案登记制”取代“立
案审查制”，意味着公民诉权得
到了进一步保障，“打官司”将变
得更为便利。过去，法院立案
难、立案慢、选择性立案等不合
理现象非常普遍。旧有的“立案
审查制”下，法院的职权处于绝
对强势地位，而公民的起诉权则
相对弱势，这显然不利于民众公
平地获得司法救济。就具体操
作而言，原先“审查立案”的机制
设计，也给“法外因素”干扰法院
独立履职，提供了切入口和时
间差——于此，“民告官”案常

被以各种理由拒不立案，就是
最典型的例证。

从程序层面来看，由“先审
查，后立案”变为“先立案，后审
查”，减少了不规范、不透明的
案外程序，从而让从诉状接收
到要件审查，直至案件审判的
一系列过程，都置于完整、前后
连贯的体系约束之下。

当然，“立案登记”并不意
味着有案必立，也不意味着立
案必审。立案与否，仍要取决
于诉状的文本、格式等是否合
乎登记要求；而立案后审理与
否，则要看法院的管辖权、当事
人的诉讼资格等等审理要件，
是否能通过实质审查……

立案登记制必将有助于民
众依法维权、获得司法救济，可
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确保这一
改革内容能真正落实。意见强
调，“法院要自觉接受监督，对问
题及时回应。对有案不立、拖延
立案等违法行为，严肃追究有关
人员和主管领导的责任。”此番
表述虽然强硬，但必须有一套缜
密的实施细则来兜底。

近日，南都收到匿名举
报信称，深圳市坪山新区规
划土地监察局原局长罗演广
今年初辞去公职身份，进入
祥祺集团任副总裁兼祥祺地
产公司总经理。举报信声称
此举违反公务员法有关利益
回避的规定，坪山新区有关
部门表示正在与深圳市相关
部门处理此事。（据《南方都市
报》）

国内如今公务员辞职下
海越来越常见，虽未形成热
潮，但也演绎为一种现象。无
论创业还是下海，乃至赋闲，
这是公务员的自由选择，他人
无权干涉，但是，其选择必须
不能违规违法。公务员在某
一领域深耕多年，有难以低估
的人脉，或者可迅速变现的
资源，辞职之后迅速在该领
域经营，因为轻车熟路，更因
为 这 种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 背
后，暗含期权交易，不仅破坏
了公正竞争的市场秩序，更
容易滋生腐败。

正因为此，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

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
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
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
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
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
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正因为此，由中组部和人
社部出台的《公务员辞去公职
规定(试行)》也有相关表述。
身为有过多年领导职务的公
务员，罗演广不可能不知道这
一规定，但是他仍欣然当房企
副总，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或
有利益输送。

可以预期，随着公务员辞
职越来越常见，对其去向有必
要监督。对违规违法者应及
时处理。按规定，先是责令整
改，逾期不改将没收其违法
所得，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
罚款。当然，前提是，必须查
实该公务员违规违法。罗演
广涉嫌违规出任房企副总，
与有人匿名举报有关。这说
明遏制此类事件，除了公务
员辞职前的原所在机关积极
跟踪监督，还需要健全的举
报平台。

“网费贵、网速慢”谁之过？

“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
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
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李克强
总理把这一“社会关切”带到了
14日举行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
谈会上。总理敦促提网速降网
费，他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
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

“薄利多销”。提高网络带宽潜
力很大，空间也很大。（据《新京
报》）

国内的网费贵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如果网费贵是因为提供
的网速“神速”且服务质量好倒也
罢了，国内网速慢得要命，“有些
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
我们和日本、韩国、欧美的带宽还
差很多。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
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
80位以后。当前中国互联网流
量的“指数式”增长，对通信基础
设施不断提出挑战，需要进一步
加大建设力度。“网费贵、网速慢”
是中国信息基础设施落后的生动

反映，显然不适应国内经济社会
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迫切要求，
这种现状必须赶快改变，“降网
费、提网速”迫在眉睫。

但是，国内信息基础设施
具有垄断性，只能是众所周知
的那几个电信运营商在“操
盘”。由于这种垄断性和逐利
性，电信运营商对“降网费、提
网速”并不感冒，怕动了他们的
奶酪。事实上，“降网费、提网
速”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就
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由此不
难理解公众对“网费贵、网速
慢”广为诟病，电信运营商何以
按兵不动。

很清楚，“网费贵、网速慢”
已经成为国内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的“短板”，已经严重影响了
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拖了
后腿，电信运营商难辞其咎。“降
网费、提网速”是当务之急，中央
有关部门必须将此事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予以
顶层设计，把“降网费、提网速”
作为深化改革尤其是电信运营
业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推
动并监督电信运营商积极作为，
让其立下“军令状”，拿出时间
表；并且拿出办法坚决破除电信
行业的行政垄断！

立案登记制伸张公民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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