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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一份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

2021年，全国承受 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口超 1400

万，长距离通勤已成为大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

不是在打工，就是在打工的路上。长时间的通勤已

经成为很多打工者难言的痛。每次遇到通勤相关的报告

出炉，总能引发网友热议，吐槽声不断——“打工本就辛

苦，光是通勤，就耗尽了所有力气。”舆论对此也是“口诛

笔伐”。

不过，“极端通勤”，不能止于吐槽。一方面，在各界多

年的吐槽过后，仍有很多打工者被困在长距离的通勤里。

而且，还不断有人加入到较长距离的通勤大军中来。上述

报告显示，2021年，在42个年度可对比城市中，除了佛山同

比持平，41个城市“幸福通勤”（距离小于5公里的通勤）比

重下降。

另一方面，“极端通勤”已经影响到打工者的身心健康，

亟须采取措施进行改善。相关研究表明，通勤时间与个人

生活满意度、工作和健康满意度以及家庭满意度都有负向

关系——过长的通勤，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单程通勤超

60分钟，患抑郁症的风险会增加33%，肥胖的可能性也会提

升21%。

当然，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短期内想要解决“极端

通勤”的问题并非易事。现实的难题是，更多的就业岗位

集中在城市的核心区域，而打工者由于财力有限，往往住

在郊区。

不过，在通勤距离相对较长且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缩短通勤时间。比如，各

大城市都在建设、发展地铁，比地面交通更准时、速度也更

快。截至7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共有51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77条，运营

里程9067公里。在一条条新线路开通的同时，地铁本身也

在通过缩短行车间隔等技术改进，不断提速。

同时，公共交通也可以通过人性化的服务，让打工者

从“走得了”，变“走得好”，给打工者在漫漫通勤路上一些

慰藉。比如，在通勤途中，很多打工者都是通过短视频、音

乐、电视剧消磨时光，良好的手机网络信号应该是公交、地

铁上最起码的配置。而近年来，一些地铁里配备的“急救

利器”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可以增加打工者的安全

感。一些城市开通的农民工公交专线，则是更直接地服务

于打工者。

此外，打工者每天长途奔袭去上班的公司，也应该给予

他们更多的关怀。比如，可以根据通勤时长，设定弹性工作

制；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等。社会上的其

他爱心人士，同样可以力所能及地给通勤路上的打工者提

供帮助。比如，有医生总结了通勤路上的养生招数，让打工

者不“虚度时光”，还可以改善健康状况。

从长远来看，“极端通勤”的解决，需要职住平衡的大范

围实现，这是个大动作。而在此之前，不妨以更多的小动

作，温暖通勤路上苦闷的打工者。

打工前沿G

重庆建筑业试点逐步取消“包工头”环节——

建筑工人真的能成为企业自有员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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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通勤”，

不能止于吐槽

本报记者 李国

“成为企业自有工人，意味着分包老板这

个环节没有了！不仅收入更高，而且各项福利

都有保障，当然求之不得哟！”8月 11日上午，

在重庆东环线项目工地，35岁的农民工吴庆宏

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从今年 12 月 1 日起，重庆纳入试点范

围的工程建设项目，全面取消劳务分包。总

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必须采用自有工人施

工……”7月下旬，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

七部门联合印发《重庆市培育新时代建筑企业

自有工人队伍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在全市逐步取消“包工头”环节，让农民

工“带编”成为企业员工。

那么，“包工头”能成为历史吗？建筑工人

真的能成为企业自有员工吗？记者就此展开

了采访。

引导劳务企业变为专业作业企业

“一直以来，建筑劳务用工管理松散，劳务

作业范围不清晰，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拖

欠问题未得到根治，企业归属感差、技能培训

不足、劳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突出。”重庆市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部分建

筑项目都是由总承包拿下后，再进行层层分

包，除了核心技术以外，项目的实施主要是一

个个劳务公司、也就是所谓的“包工头”对内部

人员进行派遣，这些施工人员与建设单位并没

有签订合同，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

此次《方案》支持有一定规模和管理能力

的劳务企业通过整合、重组等方式向总承包和

专业承包企业转型发展。鼓励和引导现有劳

务企业或有一定技能和管理能力的班组长，成

立以砌筑、钢筋、混凝土、木工、构建装配、特种

作业等工种为主的专业作业企业。重庆市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也就是引导“包工

头”转型发展，劳务企业变为专业作业企业。

凡由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出资的全资或

者控股50%以上的专业作业企业的建筑工人，

都能算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的自有工人。总

承包企业对所用工企业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

承担先行清偿责任，对因转包、违法分包等问

题造成的拖欠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方案》的目的在于做好建筑工人各项保

障工作，降低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增强其职业

归属感。”这位负责人表示，到2025年底，重庆

力争实现建筑企业自有工人占比达40%以上。

工人“带编”会增加经营成本和管理难度

目前，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已经确定了该

市第一批 22家试点企业，试点时间从 2022年

10月至2025年12月。在此期间，总承包、专业

承包企业在承建项目上要求“带编”人数在试

点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应分别达到施工现

场总人数的10%、25%、50%以上。这里的编制

并不是人社局认定的行政编或事业编，而是指

建筑单位的自有员工。

记者发现，22家试点企业中，国有企业（含

国有控股的合资企业）仅有 3家，其余 19家均

为民营企业。其中，营收在20亿元以上的，要

求自有工人不低于 600 人。营收超 200 亿元

的，自有工人将达到5000人。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表示，“带编”

改革将坚持“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绩优者

多得”的原则，积极引导企业建立与工人技能

等级、施工质量水平、安全责任落实、业绩贡

献、工作年限等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弥补

“按天付薪、按件计价”“包干工资、固定工资”

存在的不足，大力提倡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

培养使用高技能人才和高薪待遇，将质量安全

检查结果落实到工人薪酬管理上。

“这是建筑领域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

结合的创新尝试，有其试点和示范意义！”在重

庆京渝省情和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莫

远明看来，“带编”工人对保障工程质量和建筑

工人权益意义非凡，但建筑企业培育自有工

人，也会增加经营成本和管理难度，需要循序

渐进推进，摸着石头过河。

“除非开发公司给的条件很好，否则实施

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重庆某民营建筑企业

管理人员凌女士坦言，拖欠工程进度款、材料

款甚至工资给付不及时，这都是行业普遍现

象，没有包工头垫资，总包企业可能要承受非

常大的资金压力。

凌女士还认为，建筑企业的工程任务时多

时少，用人需求往往难以固定，如果一个自有

工人很多的企业，一旦生产任务不饱和，就会

造成窝工，人力成本加大。

建立容错机制，消除创新顾虑

“事实上，我们的自有工人还是占了一定

比例的。”首批参与试点的中冶建工钢构公司

人力资源部王中林部长告诉记者，企业的钢结

构加工制作、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等技术工种，

基本上都是自有工人，直接与企业签订了劳动

合同。尽管如此，目前企业劳务派遣工和劳务

分包农民工比例仍在40%左右，要将这部分人

员转化为自有工人肯定难度不小。

王中林认为，让农民工与企业员工同工

同酬思路很好，但企业毕竟只能按市场规律

办，如果工程任务饱和一切都好说，一旦业务

量不够，企业没有效益，恐怕也难以背负沉重

的负担。

对于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和阻力，重庆要

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消除改革创新顾虑，并

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为改革扫除障碍。

《方案》明确，从2022年12月1日起，必须

是进行了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的企业才有

资格承接试点项目。

为了保护专业企业的权益，《方案》还提出

可根据工程项目需要，使用临时用工，但临时

用工数量不得超过企业自有工人总数的10%。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重庆还规定建设单位

要求施工单位提供履约保证金的，应向施工企

业提供相应的工程款支付担保，运用经济手段

来解决工程款支付不及时的问题。

除此之外，对试点企业全部免交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非试点企业自有工人数量符合

企业自有工人配备数量要求的，所有新建项

目全部免交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有意愿加

入试点的企业，可以向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

提出申请，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市全

面实施。

机场等单

本报讯（记者甘皙）为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提升农民科技

文化素质，中国科协、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印发意见，联合组

织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智志双

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广大农民，营造乡村创新创业创造

氛围。

意见明确了“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将开展的系列重点

任务。其中，科协组织、乡村振兴部门要积极搭建平台，引导

和推动各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建立科技服务乡村振

兴目录，促进优质服务与县乡村科技需求精准对接，为农村地

区提供亟须的科技培训、科普讲座、产业指导等科技服务。

在壮大人才队伍方面，科协组织要立足各级学会、高校科

协、企业科协、科技科普志愿服务组织、基层农技协等组织，在

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培育出综合素质高、服务能力

强、运行管理规范、热爱乡村振兴工作的科技服务队伍，引领

基层科技工作者投身乡村振兴工作。

与此同时，在丰富科技科普资源方面，有关部门要推动科

普设施建设纳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布局，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拓展和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科普服务功能；推

动科普中国优质内容融入数字乡村建设，强化农民数字素养；

提升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等流动科普设施的下沉服务，加

强农村中学科技馆建设，为乡村提供丰富有效的科普服务。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精准服务、开

展村“两委”科技赋能专项行动、助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大

重点区域支持服务力度、深化科协系统定点帮扶工作等重点

任务。

两部门联合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黄琪峰

盛夏，烈日透过塔吊驾驶室的三面环窗

直直刺入室内，将空调开至 17℃、调至最大

风，仍会汗流浃背。

严冬，江面的寒风顺着驾驶室的缝隙灌

入，即使穿上毛裤依然冻得发抖，膝盖冰凉。

这是塔吊驾驶员工作的真实写照。

在中铁大桥局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施

工现场，有一对夫妻，他们昼夜交替，驾驶着

同一台塔吊。在同一项目上的二人，很多时

候只能在换班时才能见上一面。

工地上的夫妻，很难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情怀，更多的是平凡日子里的相濡以沫。不

过，今年七夕，丈夫朱德全决定浪漫一次，给

妻子秦丽珍一个小惊喜。

空中玫瑰

七夕前夕下午两点，朱德全开始爬着塔吊

中间的垂直扶梯到驾驶室去。他手脚协同，十

分娴熟，如走普通楼梯一样轻松。但和往日不

同，朱德全的步伐有些急切，他手里还握着一

束玫瑰花——那是给妻子的七夕礼物。

塔吊驾驶室在空中 60 米处，往下看，施

工现场巨大的器械都缩成了巴掌大小，耳畔

的风猎猎作响。

朱德全走进驾驶舱，将鲜红的玫瑰递给妻

子。“老婆，七夕节快乐，送你一束玫瑰花……”

平日健谈的朱德全此刻有些紧张，说话变得

磕巴。

秦丽珍先是诧异，后又露出了笑容。结

婚多年，这是朱德全第一次送花。

双向奔赴

两人相识于2015年，经历过最初的心动后，

感情的升温始于秦丽珍的一次塔吊“历险记”。

一天，朱德全指着高高的塔吊问秦丽珍：

“现在塔吊停工，敢不敢跟我爬一次塔吊？”这

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一个工地男人在问秦

丽珍，愿不愿意进入自己的生活，加入塔吊这

个行业。

直率的秦丽珍没想那么多，她随即换上工

装，戴上安全帽，准备攀爬塔吊。朱德全小心

地跟在秦丽珍身后，指导她正确的攀爬姿势。

但对于新手来说，塔吊实在是太高。攀

爬至 30多米，秦丽珍望了望脚下，一阵后怕，

再也不敢往上爬了。那一刻，她也真切感受

到了朱德全工作的不易。

而如今在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项目上，

秦丽珍已经能独当一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秦丽珍正在操作塔吊

移动清淤管。只见她操作两根手柄，控制着

小车前后移动，调整好大臂的旋转角度，将细

长的清淤管移动到指定位置，稳稳下放。不

一会儿，塔吊下方的工人举起手，喊道：“好，

已到位！”

回顾两人的感情，秦丽珍和朱德全一路

都在“双向奔赴”。

秦丽珍离开餐饮业老本行，放弃更加舒适

的文员工作，成为朱德全 30多位徒弟中的一

员。朱德全也为了妻子放弃了干承包塔吊的

行当，与妻子秦丽珍组成塔吊上的“黄金搭档”。

家在工地

虽在工地，朱德全夫妇的驾驶室内却充

满温馨。

一平方米多的驾驶室内，备用运动鞋码

放在角落，三个大水瓶放在进门处。驾驶室

门口还悬挂着一个铁罐，那是秦丽珍用八宝

粥罐做的烟灰缸。

塔吊司机时常需要上夜班，压力大时，朱

德全便会来上一根。曾经驾驶室外的角落里

堆着烟头，十分脏乱。秦丽珍本不喜欢丈夫

抽烟，可看到他疲惫的神态，就主动做了一个

烟灰缸。此后，丢在地上的烟头消失了，朱德

全抽烟的频率也减少了。

从事塔吊驾驶工作以来，秦丽珍很少能

睡踏实。难得的休假时光对她而言反而难

熬，一离开工地，秦丽珍便心绪不宁——看不

到朱德全，她担心。

一返回工地，夫妻俩倒像回到了家。用

朱德全的话说，“常年不回家，反而更适应项

目上的生活”。

聚少离多是无数工地夫妻的常态，他们

有自己排解孤独、表达思念的方式，朱德全和

秦丽珍更是用行动作出了回答：两个人在一

起，不论在哪，都是家。

夫妻二人昼夜交替驾驶同一台塔吊，有时只能在换班时见上一面

相 爱 在 云 端

阅 读 提 示

近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七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市逐步取消“包工头”环节，让农

民工“带编”成为企业员工。对此，建筑工人表示“求之不得”，建筑企业则认为“会增加经营成

本和管理难度”，实施有困难。对此，重庆要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消除改革创新顾虑，并提

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8月7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气闷热，网约车司机正在一处停车楼的网约车定位区等
单。对于他们来说，“在机场拉活儿基本上都是大单”，运气好的话一单就能挣二三百元，甚
至更多。但也有一些司机由于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往往等七八个小时也接不到一单。有
网约车司机就曾在网上发文表示，在这里接单让人“又爱又恨”。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本报讯（记者时斓娜）“受疫情冲击影响，

4月份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升至 6.6%，随

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助企稳岗措施发力，农

民工群体的就业明显改善。5 月份外来农业

户籍人口失业率降至 6.2%，6月份降至 5.3%，

低于整体失业率水平。”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

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农民工群体就业形势

好转是二季度就业形势的主要特点之一。

农民工群体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

服务业行业，以个体户和灵活就业的居多，就

业稳定性相对较差。“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随

着经济逐步恢复，各项稳就业政策逐步落实，

城镇调查失业率升高的趋势得到了扭转。”付

凌晖说。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

萍介绍，上半年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1~2月

份，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3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升至 5.8%，4月份继续升高至 6.1%。

5月份，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城镇调查失业

率回落至 5.9%。6月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一系列稳经济稳就业政策措施落地显效、务工

地劳动力充足等因素，推动了较快全面复工复

产，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5%。王萍萍

特别提及，6月份，外来农业户籍人员失业率为

5.3%，比5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同时显示，6 月份，城镇外来农

业人口失业率仍比去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

点。王萍萍分析，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就业政

策实施力度，针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大就

业帮扶和就业服务力度，积极推进农民工以

工代赈，尽最大努力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6月份外来农业户籍人员失业率降至 5.3%

二季度农民工群体就业形势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