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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保量忙建设保质保量忙建设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某机械公司干了 13 年的塔吊指挥工贾先生，在与公司

发生纠纷后，到银行、社保局打印工资流水、社保清单，竟发现自己工作的公司以及发工

资、缴社保的公司均为不同的单位。律师表示，该劳动者一直由机械公司安排，在该公司

工地工作，其劳动关系相对明确，而代发工资、代缴社保只是公司规避责任的做法。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实习生 朱小燕

“为公司干了 13年，一句‘年龄超过 55岁

不能在工地干’就将我赶走，太欺负人了。”在

广东省深圳市务工多年的贾先生是一名塔吊

指挥工人，在被公司辞退后维权过程中，竟然

发现给他发工资、缴社保的单位并不是一直

以来给他派活儿的公司。

干了13年，被赶出工地

“3 家公司都说我不是他们的员工，干了

13年，我到底算谁的员工？”56岁的贾先生来

自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持有建筑起重信号

司索工的操作证书。他告诉《工人日报》记

者，2009 年，他被陈经理招进某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直

跟着公司项目“走”，辗转于深圳各工地。

据贾先生介绍，在他工作期间，陈经理被

调去位于上海的公司总部，就由深圳分公司

的黄经理给他分配工作，他则按照经理的指

示到公司各项目工地开塔吊。2014 年，贾先

生从塔吊司机升职为塔吊班组长，负责安排

人员、管理塔吊及维修保养。

直至今年 3 月 21 日，公司要求正在深圳

龙岗某项目工地上班的贾先生离开公司，并

答应按照 7000 元/月支付 3 个月补偿金。“经

理说国家规定今年开始，建筑行业 55岁以上

的男工、50 岁以上的女工一律不允许进出工

地。我不同意离开，公司就安排我到东莞、惠

州的工地干活儿。”

6 月 27 日，照常去该公司位于东莞的一

项目工地上班的贾先生被保安拦在门外，不

让进工地。当时双方还发生争执，并报了警。

打印清单，发现若干家公司

“10 多年来，公司也没跟我签订劳动合

同，一直由经理安排具体工作，打电话过来告

诉我去哪个工地干活，我就带着人员跟公司

的车走。”贾先生直言，他只知道老老实实干

活，也没想劳动合同的事情。到了工地，把操

作证给对方拍个照，就直接上岗了。

贾先生称，目前，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支

付了其7000元的补偿金，他准备到劳动部门申

请仲裁。“我有13年工龄，希望按照每个月7000
元的平均工资，得到26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被赶出工地后，贾先生在律师指导下，分

别到银行、深圳市社保局宝安分局西乡管理

站打印了银行流水清单、社保清单。

记者从贾先生打印的清单发现，2013 年

以来，给贾先生发工资的单位有 4家，分别是

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某劳务有限公司，备注均为代发工

资；重庆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备注为代发款

项。贾先生称，2013 年前，工资由某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现金发放。此外，为贾先生缴纳

社保的公司与发工资的单位也不同，是深圳

某货运有限公司。

代发工资、代缴社保是避责之举

那么，贾先生究竟是谁的员工？

“一直是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给我派活儿

干，我就是他们的员工。”贾先生说，直到将工

资流水、社保清单打印出来，他才知道其他几

家单位的存在，以前对这一情况毫不知情。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惠州分公司武经理时，对方称并不认识贾先

生，否认其为公司员工。而深圳分公司黄经

理则表示没时间回应。当问及贾先生与公司

关系时，为贾先生缴纳社保的深圳某货运有

限公司宋老板称问当事人贾先生就可以了。

“若该劳动者一直由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安排，且在该公司的工地工作，那么，劳动

关系是相对明确的。而代发工资、代缴社保

只是公司规避责任的做法。”律师李雄章表

示，劳动者可以提供员工花名册、工作证、工

衣工牌、考勤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劳

动关系真实存在。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

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不满六个月的，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其

中，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

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该法第八十

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该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该法第四十七条

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在 A 公司开塔吊，拿 B 公司的工资，由 C 公司缴社保

“我到底算谁的员工？”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岳洋

最近，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张基屯村村民

张孟棋心里十分高兴，远在浙江打工的他得知

小孩读书的事解决了，在厂里打工更安心了。

记者注意到，这是镇雄县在农村劳动力

劳务输出中，让外出务工者“想就业”“就好

业”“稳就业”办的实事之一，让农村劳动力端

稳就业的“饭碗”。

据了解，镇雄县是云南省第一人口大县，

总人口 171万，其中农村劳动力 77.91万人，是

全国革命老区、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转移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

抢抓“黄金时间”输出劳动力

“国庆小长假结束了，大家说说自己负责

片区的务工人员返岗情况，及时把更新的劳

动力数据反馈给镇里，确保我们的外出务工

人员能稳岗就业。”镇雄县芒部镇茶园村支书

赵杰说。

“我们坪头有两户人家回来后还没走，穆

道安家小儿子毕业了，属于新增劳动力，有去

深圳务工的意愿，劳动力数据已经更新到数

据库。”坪头村民组包片干部李显发回答。

每年春节、国庆等节假日，坪头村里人员

相对集中，一直以来都是镇雄抓劳务输出的

“黄金时间”。10 月 8 日一大早，在芒部镇茶

园村村委会议室里，赵杰便组织村两委的工

作人员开起了节后稳岗工作会。

据了解，镇雄县把劳务输出作为巩固脱

贫成果的“里子工程”和助力群众增收“吹糠

见米”的有效途径，对全县劳动力进行摸底调

查，形成劳动力动态数据库，结合劳动力技能

状况、就业意向开展就业培训。

同时，统筹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力量通

过召开谈心会、院坝会、炉边会，耐心给群众算

收入账，鼓励群众外出务工，多措并举确保全

县劳动力聚得拢、输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截至目前，镇雄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

数达 66.99万人，其中省外转移 40.46万人；在

30.36万脱贫劳动力中，转移就业26.63万人。

流动党支部牵线搭桥

积雪未融、春节气氛尚浓的时节，几百号

人戴着统一制式的红帽子、拖着行李箱，以乡

镇为单位排队上高铁的场景在镇雄高铁站已

不新鲜。这是镇雄抓住春节后返岗时间节

点，开展“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全链条闭

环服务，承包客车、高铁等交通工具成建制组

织群众外出务工。

记者了解到，镇雄县为让外出务工人员

安心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劳务

输出集中地浙江永康、广东深圳、安徽芜湖、

云南昆明等地成立了 44 个外出务工流动党

支部，以党支部为堡垒，号召务工党员积极参

与支部活动，凝聚流动党员向心力，团结带领

外出务工人员踏实向上、勤奋工作。

“‘就业地+大后方’双向发力，这让镇雄

县变无序输出为有序输出、分散输出为集中

输出，全面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镇雄

县就业局局长邹兴玉说。

据介绍，外出务工流动党支部根据当地

用工需求，挑选条件好、收入高、管理规范、

“五险”齐全的企业进行对接，形成用工需求

基础数据库，同时，镇雄县根据有外出就业意

愿人员的特长和需求提供“清单式”招聘信

息，并做好务工途中的交通运输、食宿安排、

路途服务等工作。

“家中的事情交给我”

“孟棋，你家小孩读书的事，张基屯村委

那边已经和学校沟通好，事情都解决了，你在

厂里安心上班，以后有什么事及时联系我

们。”在镇雄驻浙党工委的办公室里，党工委

书记曹安富和泼机镇张基屯村在浙江务工的

老乡张孟棋通电话。

“打工的事情交给你，家中的事情交给

我”是镇雄县对所有务工人员的承诺。镇雄

县人社局局长罗以鑫告诉记者，镇雄县动员

在家党员和在家劳动力组成互助队，确保外

出务工人员农忙时节地里庄稼有人管，老人、

孩子看病、就学有人问，做好“三留守”人员关

心关爱工作，解决广大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

之忧，让他们放心打工、安心挣钱。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外出务工人员感

受家乡的关怀，镇雄县还在镇雄籍员工相对

集中的地方，开办“镇雄餐馆”，组建“镇雄能

人班”，创建”镇雄生产线“，在条件成熟的行

业分类组建行业协会，制定服务内容、薪资待

遇和权益保障等行业标准，让务工群众抱团

稳岗。

打工的事情交给你 家中的事情交给我
云南镇雄多举措服务打工者，让他们“想就业”“就好业”“稳就业”

在重庆忠县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安全事故救援演练。

为加强现场管理，规范一线人员尤其

是农民工的操作行为，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
和技术素养，有效防范安全事故，中建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忠县普（乐）水（坪）公路

等在建项目多形式开展作业人员“三铁六
律”安全教育活动，包括评选“行为安全之
星”、张贴漫画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开展
知识竞答、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工人们喜闻
乐见的形式。

“一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安全意识明显
提高了。”一线作业人员纷纷这样说。

崔浩 摄

开展救援演练 提高安全意识

立冬后，高原的气候逐渐寒冷。在甘肃省天祝县一处建
设工地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兰张三四线铁路兰武
段站房工程LZ5X-ZW-ZF1标段——天祝西站项目建设现场，
建筑工人正在保质保量进行建设，确保在土地封冻之前工程
项目顺利封顶。目前，天祝西站主站房结构工程已完成40%，
信号综合楼正在进行首层满堂架搭设；站台正在进行风雨棚
桩基础及承台施工，桩基已完成70%，风雨棚基础已完成20%。

赵世鹏 摄

新疆出台根治欠薪“十条措施”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十条措施”》，进一步明确责任和措施，大力解决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

进一步拓宽举报投诉渠道。进一步加快对欠薪线索

的核查处理，做到接诉即办、动态清零。加强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工程款支付过程监管，及

时处理因拖欠工程款造成的欠薪问题，杜绝拖延工程核

算为由不及时拨付工程进度款。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办理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业务的，启动银行结算账户业务办

理绿色通道。

此外，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阶段性缓缴政策。疫

情期间，自治区将继续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阶段性缓缴政策，并对无拖欠农民工工资、信用良好

的企业实施工资保证金减免措施，落实纾困助企政策，切

实减轻企业压力。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人社厅持续深入开展集

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共为 2.26 万名农民工

追发工资报酬 3.05 亿元。下一步，自治区人社厅将继续

加大根治欠薪力度，竭力化解疫情下的欠薪问题，让农民

工安“薪”无忧“酬”。

深圳专项行动追薪50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为有效遏制年底欠薪高发态

势，让辛苦一年的农民工拿上工钱，高高兴兴过年，近期，

广东深圳启动全市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全市已检查用人单位 5745 家次，共为

5523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及赔偿金 5642万元。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深圳多部门联合行动，紧盯工程

建设领域、加工制造业、新就业形态等欠薪问题易发多发

的行业企业，全面排查化解欠薪隐患，及时受理欠薪举报

投诉，对欠薪线索和风险隐患发现一宗、解决一宗，及时

有效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对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用工规范、

制度健全的“无欠薪”项目，将由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列入工程建设领域优秀项目名录，在全市

范围内通报表扬。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减少对优秀项目

的日常巡视检查频次，并通过组织经验交流、项目现场观

摩、开展劳资专管员培训等方式，加强对优秀项目先进经

验做法的推广，推动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制度“全覆盖、实运转”。

为预防化解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今年年中，深圳

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水务局、市银保监局、

民航深圳安全监管局等 6 部门联合印发《深圳市工程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通过在工程建设领

域建立实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把农民工工资放进

“保险箱”。

兰州1月至10月追回欠薪逾亿元

本报讯（记者康劲）今年以来，兰州市通过隐患排查

整治、源头风险防控、从严执法监管，全力化解各类欠薪

问题，保证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据兰州市人社局

统计，1 月至 10 月全市共受理农民工欠薪投诉案件 53
起，为 1040 人追发工资 1439.06 万元；协调处理案件 987
起，为 6010人追回工资 8702.07万元。

今年以来，兰州市部署 9 个专项行动，优化“日常监

督检查+专项检查+双随机一公开+五归集+专班督导+
风险隐患排查+部门包保”的综合监督检查体系，排查建

设项目及各类企业 487个，查处欠薪问题 15个，为 629人

追回工资 955.39万元，梳理并整理 6类问题，推动根治欠

薪工作向监管立体化、治理精细化、督导常态化发展。

同时，积极开展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

行动。高效处置国家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欠薪线索 1.31万

条、甘肃省“陇明公”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欠薪线索 5123
条，及时厘清线索来源，常态化妥善处理跟踪，对重点线

索特事特办，以上欠薪线索均已 100%办结并及时回复。

今年前 10个月，兰州市充分发挥联合惩戒的联动作

用，先后公布了三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及拖欠农民

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依法督促用人单位全面落实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等

制度，推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

发制度。

兰州市人社系统积极探索跨属地、跨管辖权限的农

民工投诉欠薪案件“谁接谁转、即接即转”机制，形成横向

全覆盖、纵向全链接的新局面，目前已转办 24件。

“快递员关爱周”启动

本报讯（记者甘皙）2022 年快递业

务旺季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快递业务旺

季从 11月初开始，到 2023年春节前夕结

束，共 82天。快递员迎来一年中最繁忙

的时刻。快递员将发挥“小蜜蜂”精神，

迎战旺季，创造和守护美好生活。

为深入落实国家邮政局等 7 部门

《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

作的意见》，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将继续联

合各大快递公司于 11 月 11 日~16 日共

同发起第七届“快递员关爱周”活动，并

在快递业务旺季期间持续深入推进“暖

蜂行动”，打造“暖心旺季”。

据介绍，关爱周期间，会继续举办

“进来喝杯水”活动。倡导快递网点或门

店为所有快递员免费提供饮水、歇脚、手

机充电和 Wi-Fi 等服务。喝上一杯热

水，暖心暖胃，加油鼓劲。

同时开展“爱·绿色”环保活动，“绿

色快递，你我同行”，呼吁广大消费者“爱

护环境，从我做起”，自取快件时将包装

箱留在网点指定位置。

因一些快递员在外打拼，无暇关注

家人，关爱周期间举办“我的爸爸/妈妈

是快递员”主题征文活动，刊发优秀作

品，向孩子们赠送学习用品用具，双向传

递爱与温暖。无论是快递员，还是消费

者，也可以拿起手机，随手拍下照片、短

视频，记录奋战时刻、留影温馨一刻。

快递旺季期间，尤其是“双十一”期

间，快递业务量激增，快递员每天早出

晚归送快递，各邮政快递企业应采取措

施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合法权益，

体现出对“快递小哥”的关心关爱，也

呼吁广大消费者对快递员多些理解和

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