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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协助，让农民工不再苦情
人社部日前印发《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对克扣、 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
酬， 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
引发群体性事件、 极端事件造成
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按照管辖
权限将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
单”。（10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农民工工资”的话题已经是
老生常谈了，尴尬的是，这些年来
农民工工资清欠却始终不太理
想。此次人社部印发暂行办法，目的
是建立信用体系网络，将违规、不讲
诚信的企业向社会公布，以加大信
用约束力度，促使其讲诚信，减少
企业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

拖欠农民工工资， 甚至造成
部分恶性事件的原因不外乎以下
几个方面：资金不能及时回笼、层
层转包未能禁止、 农民工维权意

识不强、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在一
些项目中，资金不能及时回笼，承
包方资金链出现问题， 自然就很
难解决农民工的工资发放问题。
而目前国内的建筑市场上， 层层
转包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猫
腻”，一个工程往往可以转四五个
圈， 中间转手的大多是“皮包公
司”，靠转包牟取暴利，出现问题
就一走了之，农民工恰恰处于“工
程金字塔”的最底层，一旦承包商
遇到资金困难或携款逃跑， 倒霉
的自然就是农民工。 在农民工维
权意识淡薄的情形下， 法律保障
又不能及时到位，也就使得“拖欠
农民工工资” 成了多年来的一个
痼疾。

对于此次人社部印发的《办
法》， 不少人是寄予了厚望的，毕
竟如果真能做到“一票否决”，将

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
清除出当地市场， 无疑会令人拍
手称快， 但人们同时也疑惑此举
单行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黑名
单”不是不可行，只是在实施此办
法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更为周
全，要从根本上进行治理，才能达
到政策目的。 因此除了信用体系
建设之外，还需配套其他举措，多
管齐下，真正解决问题。

目前我国对企业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一般多施以行政处罚，
法律惩处相对较少较轻， 一方面
是因为农民工没有法律意识，很
多人不会诉诸法律解决， 另一方
面则是相关的法律条文不够细化
和严苛， 不容易对拖欠者形成震
慑。 其实对于这种已成现象的恶
劣行径，应该从法律上入手，如规
定建设单位必须事前交纳工资保

障金； 加大和细化法律责任处罚
力度； 规定开发商与承包商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甚至可以要求对
农民工的工资实行“周薪制”，将
恶意欠薪定为犯罪行为等等。只
有细化了法律并加大执法力度，
才能对这种看似是经济现象、实
为犯罪的行为形成制约。

除此之外， 还应对农民工多
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他们的维权
意识，而当农民工依法起诉时，法
院在受理案件后要尽量缩短审理
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对符合条
件的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
城市中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应该对
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 尽量帮助
他们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权
益。总而言之，多管齐下，多方协
助，才能让农民工不再沦为“欠薪”
的苦情人物。■本报评论员 张英

10月11日上午9时，天空飘
着零星小雨。但来到韶山毛泽东
广场，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上千
名游客聚在这里，向毛泽东铜像
深深鞠躬。

77岁的卫荣贵老人来自革
命老区延安， 谈起即将召开的
党的十九大， 老人笑得合不拢
嘴：“我们天天盼着呢。 十八大
以来这5年， 变化太大了。2012
年， 我跟老伴的退休工资还不
到2000元， 现在都有4000多元
了。十九大后，我们的日子会越
过越好。”从湖北武汉过来的64
岁的王瑞松接过话茬：“想着十

九大就要开了，我们兴奋得睡不
着了。你看看，毛主席家乡这几
年变化多大？房子漂亮了，景区
管理规范了。 我们还能直接从
武汉坐高铁来，只要两个小时。”

2014年12月16日， 韶山高
铁南站建成通车，韶山步入“高
铁时代”。从韶山出发，可以直达
北上广深等地。从长沙南站到韶
山南站，用时仅23分钟。同年12
月31日，长韶娄高速建成通车，
长沙至韶山驾车时间缩短了一
半。“双高”建成，韶山融入“长株
潭一小时经济圈”。

在毛泽东广场侧面红日饭

店，店主、店员在忙着准备食材。
店主贺赛信心满满：“今年6月，我
们这里进行了民居改造， 房子改
得很漂亮，自己只出了一点点钱。
十九大就要开了， 我们也要努一
把力，把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党的十五大至十九大代表、
韶山村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感
慨，过去5年，老百姓生活环境、
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村民
生活过得一年比一年好。他期待
党的十九大出台更多好政策，让
老百姓得到更多福利。

■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贺凌云 谷宁

十九大期间将首次
设“党代表通道”

10月11日，设在北京梅地
亚宾馆的十九大新闻中心正
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为境内
外记者采访十九大提供服务
保障。

十九大新闻中心驻地设
置了新闻发布厅、 个别采访
室、融媒体访谈室、广播电视
信号服务室、 网络服务室、图
片服务室、医疗服务室等功能
区， 为记者提供新闻采访、资
料查询、电视公共信号等方面
的服务和保障。新闻中心将组
织一系列新闻发布会、记者招
待会、集体采访、专题新闻发
布会，以及组织外国记者和港
澳台记者在北京及周边城市
参观采访活动等。

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胡
孝汉介绍说，新闻中心从硬件
设施和软件系统两个方面提
高服务水平。 如大幅增加了
记者工位， 由十八大新闻中
心时的46个增加到170个；同
时，大幅提升信息保障水平，
媒体通信区由2个增加到 4
个；互联网宽带由100兆提升
至1000兆； 网络接口由36个
增加到218个；服务区、办公
区和发布厅免费WIFI全覆
盖；宽带上网由4兆带宽提速
至20兆带宽。

十九大新闻中心还开发
了境外记者报名注册审核系
统和采访代表申请审核系统，
并新增融媒体访谈室服务，满
足媒体记者融媒体报道需要。

十九大期间，新闻中心将
在人民大会堂开设“党代表通
道”， 组织多场采访活动。据
悉，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期间开
设“党代表通道”。

■据新华社

本报10月11日讯 10月
10日， 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江华瑶
族自治县召开。 会前，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作出批示， 要求各级组织部门
履行好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职
能职责， 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
长王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家毫在批示中指出，抓
党建促脱贫攻坚， 是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的关键举措， 也是组
织工作服务中心大局的直接体
现。 各级组织部门要紧扣职能
职责，围绕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建强基层党组织、 激活干部人
才队伍、落实基层基础保障，充
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 把中央和
省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的自觉行动， 为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座谈会上， 王少峰充分肯
定了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
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要继续
保持贫困地区县乡党政正职稳
定， 拓宽贫困地区干部人才队
伍源头活水， 激发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人才内生动力， 抓好换
届后村级班子建设， 不断提升
我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水
平，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 花垣
县委、 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
镇党委、 安仁县源田村党总支
部、省贸促会驻村工作队等5个
单位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会
前， 与会同志考察了江华瑶族
自治县脱贫攻坚工作。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唐建国

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 杜家毫作出批示

建强基层党组织，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 三湘儿女喜上眉
梢、盼在心里。记者分赴革命老区、农林牧区、
贫困地区，深入田间地头、街道社区、工矿企业
等，与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一起，迎接党
的十九大召开、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共度十九

大时光。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十九大时光》专栏，以现场报道的形式，呈现我省基层党员干部和
各界群众喜迎十九大、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的生动场景，和爱党爱国、争做贡献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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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毛主席家乡韶山见闻

10月11日，南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举办“晒心愿喜迎十九大”活动，56名党员、团员等举起代表他们心愿
和价值观的标语和词汇，组成十九大的字样，表达当代大学生对十九大的美好期待。 徐紫琦 曹正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