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工工
资制度长效机制的意见》（简称
《意见》），明确建立健全工程建
设领域工资支付机制、 问题线
索核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综
合治理机制， 从源头上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聚焦解决工程建设领域
欠薪问题

工程建设领域是农民工欠
薪问题的高发区，为此《意见》
专门聚焦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问题作出规定。

针对用工确认难、 工资核
算难问题，《意见》 明确实行实
名管理制度。其中提到，施工总
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依法与
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
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 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行业
主管部门建立相应的实名制管
理服务信息平台。

破解“没钱发” 难题，《意
见》 提出建立健全工资专用账
户和人工费分账制度。根据《意
见》，开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
应在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设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建设单
位应当严格落实人工费用与其
他工程款分账管理的要求，按
照合同约定和实际施工进度，
按月将人工费用足额拨付至本
项目开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中。

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付一
般要经过多个环节， 容易出现
被截留、 克扣现象。 为此，《意
见》 要求推行分包单位农民工
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
制度， 由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直接将
工资支付到农民工本人的社会
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此外，《意见》 还明确推行
工程款支付担保、工资保证金、
先行垫付和清偿、维权公示、监
督检查等制度。

欠薪失信行为
将受联合惩戒

如何切实解决现有问题，
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意
见》明确，对国家和省网上平台

反映的欠薪问题， 由省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调
度、通报全省核处工作进度，并对
问题线索核处情况进行抽查。对
其他渠道反映的欠薪问题线索，
由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时向有
关地区进行交办。

对涉及在建工程项目的欠
薪问题线索，《意见》 提出要既
核查具体问题线索， 又核查项
目落实工资支付各项制度的情
况，对未按规定落实的项目，按
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欠薪问题
线索涉及的在建政府投资项目，
倒查立项审批和政府资金到位
情况。

《意见》要求，严厉打击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对欠薪
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其中明
确，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情
节严重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
响的， 将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 在政府资金支
持、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
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
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
限制。

出现这些情况
必要时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

对用人单位一时难以支付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或拖欠农民
工工资逃匿的，《意见》 提出，市
州、县市区设立农民工工资应急
周转金，若出现上述情况，可以动
用应急周转金, 先行垫付用人单
位拖欠的农民工部分工资或者
基本生活费。

追责问责方面，《意见》指出，
对工程建设项目欠薪案件频发
高发、制度落实不到位问题突出
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约谈相
关负责人。对重大欠薪问题线索
核处不力、 政府投资项目因资金
监管不到位导致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市州、县市区，约谈相关监管
部门负责人， 必要时约谈地方政
府负责人。对因工作不到位造成
群体性、极端性事件和重大负面
舆情的，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工
作人员责任。

从机制上为农民工解“薪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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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改革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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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0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主任许达哲主持召开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精神， 审议有关改革文件，
听取相关改革情况汇报。省
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毛伟明
出席。

乌兰、王双全、谢建辉、
张剑飞、冯毅、张宏森、李殿
勋、 王成等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成员出席， 相关省
领导和省直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
6个意见或方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 支撑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关于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
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
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
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长
效机制的意见》《益阳市现代
农业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听
取了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相关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研究部署了一系列改革事
项， 鲜明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改革的
战略导向、 问题导向和民生
导向。要提高政治站位，紧密
结合我省实际， 研究和谋划
好贯彻落实措施， 抓好跟踪
督办，确保落地见效。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的系列重要论述和中
央改革部署必须与正在如火
如荼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 推动改革在新
征程中迈出新步伐、 实现新
突破。 要准确把握党奋进百
年的历史逻辑， 不断坚定改
革信心、保持改革定力。要深
刻汲取党奋进百年的宝贵经
验，更加尊重改革规律、科学
运用规律。 要时刻牢记党奋
进百年的初心使命， 始终坚
守改革取向、坚持民生导向。

益阳要勇挑重担
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会议强调， 要抢抓时代
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找准融
合点、提升融合度、拓宽融合
面，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着力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
地。要明确融合发展方向，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
的深度融合。 要突出融合发
展重点， 积极申报一批融合
发展国家试点示范项目，加
快推出一批省级示范项目，
探索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
新业态和新模式。

会议强调， 要着力建设
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
心、 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
破口、 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
力的智慧税务， 全方位提高
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
构建税费服务新体系， 健全
税务征管新机制， 形成税收
共治新格局， 全面提升税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会议强调， 要以林长制
为重要抓手，全面提升增绿、
护绿、管绿、用绿水平。要按
照“碳达峰碳中和”要求，深
入推进森林保护和利用机制
改革。要严守生态红线，加强
灾害防控， 深化林业改革创
新， 加强监测监管和基层基
础建设。要健全工作机制，加
快推动林长制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 要坚持分类
改革， 增强国有文艺院团发
展活力， 加强政策研究和支
持力度， 通过改革培育一批
主业突出、 实力雄厚的骨干
院团，保护传承好传统文化，
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市
场接受度高、 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文艺精品， 努力打造一
支“演艺湘军”。

会议强调， 要完善农民
工工资欠薪预警机制， 实行
清单式管理，动态化销号，加
大问题核处力度。 要完善约
束惩戒机制，突出源头治理，
对欠薪失信的有关企业和人
员进行联合惩戒。 要完善长
效工作机制， 建立严密的责
任体系、考核体系。

会议强调，益阳要勇挑重
担， 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改
革， 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要突出
集群发展，打造一批优势特色
产业， 做优区域农业品牌，创
建一批特色示范园区、特色小
镇。要完善综合执法、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人才培养使用
等服务体系。 要强化人才、数
据等要素保障，真正以创新驱
动现代农业发展。

会议强调， 土地问题是
带有全局性、 战略性的重大
问题， 土地制度改革是最基
础、最根本的改革任务。要对
标对表中央精神， 持续深化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始终把
准改革方向， 精准突出改革
重点，不断凝聚改革合力，牢
牢守住耕地红线， 提高土地
使用效益， 激发土地要素活
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为农民工解“薪愁”、全面建立五级林长制……

这些改革措施又“刚”又“暖心”
6月10日下午，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许达哲主持召开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有关改革文件，听取相关改革情况汇报。
为农民工解“薪愁”、全面推行林长制、提供贴心税费服务……这次深改委会议提出

推进的重大改革不少与民生密切相关，提出的改革措施又“硬核”又暖心。

设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省级
设总林长，由省委书记担任；设立第
一副总林长，由省政府省长担任……
会上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标
志着湖南全面建立林长制，构建起省
市县乡村五级林长组织体系。

《实施意见》明确，要建立完善
的林长制工作体系和森林草原资源
保护发展制度机制， 实现森林草原
资源“保存量、扩增量、提质量”，确
保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作出积极贡献，并设立到
2021年12月、2025年和2035年三个
时期的阶段目标。根据目标，到2035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0%，森林蓄
积量不低于10亿立方米， 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稳定在87%以上， 湿地保
护率达75%。

《实施意见》还明确，建立林长
制部门协作机制，其中省委、省政府
相关部门在省级林长的指挥协调
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共同推进
林长制工作， 省林长制工作办公室
设在省林业局。

会上审议通过的《湖南省关于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
案》（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将推
进智慧税务建设、 有序推进数据共
享、落实发票电子化改革任务、深化
大数据和新技术应用等等。

对于纳税人关注度高的税费服
务方面，《实施方案》推行后，税费服
务会更加高效智能。具体来说，将积
极推进电子化、 要素化纳税申报模
式， 全面实现机关事业单位零余额
账户直缴入库。 结合长沙市数字人
民币试点工作，2021年底前探索数
字人民币应用于税费缴纳和医保、
社保缴费。 拓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税
费缴纳功能，2021年底建成“湖南税
务服务平台”，实现办税缴费最多登
录一次， 逐步对接湖南省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

《实施方案》 还明确，2021年底
前基本实现12366税务咨询热线以
分中心形式归并到12345政务服务
热线。2022年实现依法运用大数据
精准推送优惠政策信息， 提供征纳
互动等线上智慧服务。

■来源：湘伴微信公众号

全面建立林长制
省委书记任总林长

探索数字人民币
应用于税费缴纳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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