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各地 ， 相关的文件 、
规定并不少， 但侵犯农民工合
法权益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可见，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
有文件规定 ， 而在于是否执
行、 落实。 在农民工问题上，
某些部门和干部的思想作风、
工作方法、 执行能力， 也应在
“清欠” 之列。

■长话短说

张淳艺： 近日，一个“苏州小
伙”发布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其称
自己家境贫寒，母亲左右胸均被查
出乳腺癌，希望通过“轻松筹”众筹30
万元给母亲治病。 但为他母亲治疗
的医院医生怒斥他陈述的病情与
事实不符。 网络大病众筹掺假，
不仅对捐助者造成情感伤害， 还
会损害网络募捐平台的公信力。
必须厘清众筹平台和申请人的责
任，对于掺假众筹进行双向追责，倒
逼双方切实履行责任和义务。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押金难退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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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严打醉驾当久久为功

■每日观点

徐友才： 文化部近期加强网
络游戏市场监管， 以网络游戏含
有禁止内容、 网络游戏宣传推广
含有禁止内容等违规经营活动为
监管执法重点， 部署开展专项查
处， 督办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查办网络游戏案件80余件。
加强手机游戏市场的监管应是当
务之急。手机游戏市场，其消费群
体大多是以青少年为主，因此，其
一旦沦为传播淫秽、色情、赌博等
禁止内容的工具，后果不堪设想。

对手机游戏市场
应当加强监管

■世象漫说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发
布，今年１至１０月，全国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共查处危险驾驶涉案人
员１６万人，目前已有５．９万人被判
处刑罚，其他案件正在侦查、审查
起诉、 审判过程中。 在查处的危
险驾驶案件中， 醉酒驾驶案件占
９９．２５％。（１２月２日新华网）

资料显示， 在我国， 每年有
近10万人被车祸夺去生命， 而其
中60%的车祸都是由于醉酒驾驶
引起的。 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汽
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 全国范围
内酒后驾车事故数及死伤人数上

升较快 。 此外据统计 ， 有46.1%
的驾车人有酒后驾驶的经历。 为
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1年2
月通过 《刑法修正案 (八)》， 规
定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 也就
是著名的“醉驾入刑”。

可以说，如今“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饮酒”成为一种共识，酒驾
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而“醉驾入刑”的成就及
其对人们安全理念和驾驶习惯所
产生的深刻影响与改变， 也让它
足以成为一份世人称道的经典法

治样本。然而，在充分肯定 “醉驾
入刑” 几年来效果的同时， 也应
清醒看到当前醉驾治理面临的现
实状况。 如前所述， 全国1至10
月， 查处危险驾驶涉案人员16万
人， 其中醉酒驾驶案件就占到了
几乎全部的99.25%。 这说明醉驾
治理，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要知
道无论是驾驶人安全习惯的改
进， 还是整个社会交通文明素养
的提升，都非一日之功，因此绝对
不能有松口气、 缓一缓的思想，
“醉驾入刑”的高压线更是不能有
丝毫“降压”。 □徐建平

今年9月开始,多家共享单车企业深陷倒闭和跑
路传闻,引发用户大规模恐慌。 其实,不仅是共享单
车 ,在共享经济下 ,汽车、 电动自行车、 到家服务、
充电宝、 雨伞等各类共享产品均可能涉及押金或预
存款,此次共享单车押金难退的问题,引发舆论对于
共享经济押金收取、 使用及监管的思考。 （12月3
日 《法制日报》） □赵顺清

“用人单位不签合同 ， 劳
动者可以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向企业索赔从未签合
同满一个月的次日起每月支付
二倍的工资， 最多11个月。”近
日， 广东湛江一名进驻企业的
党员律师在对企业进行 “法律
体检”后，对该企业负责人如是
说。原来，律师发现进驻的企业
工人虽多， 但未签劳动合同的
员工却占了员工总数一半以
上。 （12月2日 《工人日报》）

人的健康长寿离不开定期
体检， 同样， 企业要想行稳致
远，就不能讳疾忌医，比如，通
过安全定期检查就能发现安全
方面存在的漏洞， 进而加以改
进。而通过“法律体检”，就能够
发现劳动用工、 以及自身经营
发展中存在的不合法不合规的
地方。

律师进企业的做法无疑值
得称道。 以新闻中的湛江市为
例，在全市开展“党员律师进企
业”活动，今年筛选出首批30名
党员律师， 分别进驻30家非公
企业， 为企业一对一提供法律
服务， 其中就有对企业规章制
度进行一次“法律体检”，以促
进企业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并
因地制宜提供企业法律服务。

律师进驻企业的功效是显
而易见的。就企业而言，有助于
提升其依法经营的水平， 更能
够有效帮助其解决在发展中遇
到的法律问题； 于职工而言，
能够让他们拥有身边的法律
“保护神”， 并可以通过参与相
关法律咨询活动， 不断提升自身
的法律素质和诚信守法意识。

当然， 让律师充分发挥好
作用， 一方面企业管理者作用
至关重要， 不仅要正确对待律
师提出的问题，更须积极改进，
使经营行为和劳动用工， 始终
在法治的轨道上行进； 另一方
面，对于进企业的律师而言，贵
在担当起责任， 要遵照法律说
话和办事， 不能顾及脸面或怕
得罪人而放任不法行为；再者，
对于职工而言，学法信法用法，
才能保护好自己。 □杨李喆

企业发展
当用好“法律体检”

网络大病众筹掺假
需双向追责

“寒冬洒水”频惹祸值得反思

除了年终“清欠”，还需要做什么？

12月2日上午 ， 西安市西二
环开远门桥上发生38辆车连撞交
通事故， 造成两人轻伤， 警方通
报事故原因为路面洒水结冰所
致， 事故导致西二环开远门桥由
北向南方向交通管制3个多小时。
（12月3日 《华商报》）

在城市街道上洒水， 本是保
持城市整洁的一种重要举措， 这
是环卫部门的职责所在， 也是日
常城市管理服务之一。 可是在大
冬天气温偏低的清晨洒水， 出发
点虽好， 但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
也增加了，反倒令市民叫苦不迭。

“寒冬洒水 ” 频惹祸等事件
提醒我们，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

要结合客观实际， 真正从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切忌刻板机
械， 只顾完成自己的工作， 不考
虑可能产生的后果。

笔者以为， 要把冬天洒水这
样的好事办好， 关键还是要心中
真正装着百姓 ， 处处为群众着
想。 政府有关部门不仅要制定相
关规定， 而且要建立良好的运行
机制 ， 促进规定得到落实 。 比
如： 安排洒水车在上午8点半之
后或在中午、 下午等地面温度较
高的时间段开始作业 。 在作业
时， 结合不同气温段、 不同路段
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确保路面
不积水、 不结冰。 同时， 要积极

采取措施， 创新监管方式， 如给
每一部洒水车都安装上GPS定位
系统， 对违反规定进行作业， 造
成安全隐患的， 及时给予教育或
惩罚； 针对冬季扬尘大的特点，
在适宜时段采用高压喷雾车对地

面以上区域进行压尘 、 降尘作
业， 而不采取直接的洒水除污作
业， 等等。 惟如此， 冬天洒水才
能真正让百姓受益， 才能真正受
到百姓的欢迎。

□伊一芳

岁末年终， 各地为农民工追
讨欠薪的消息频现媒体 ， “集
中” “专项” “成果” 等字眼向
人们传递着政府部门或工会组织
集中为农民工办好事、 办实事的
信息 。 最新的消息是 ， 11月28
日， 国家发改委会同人社部等30
个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对严重拖

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有关
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 明确对列入 “黑名单” 者
实行 “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

政府部门联合行动惩戒欠薪
者， 当然是好事， 但比较而言，
农民工对如何讨回血汗钱更在
意。 人社部规定， 凡克扣、 无故
拖欠农民工工资， 数额达到认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
的，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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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
纳入 “黑名单”。 那么， 不符合
这两种情形的欠薪行为怎么办？
虽然拖欠数额较少， 或没有造成
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但对农民工
个人来说， 却关系到一家人的生
计， 是 “天大的事情”， 总要有
相应的、 更多或更彻底的办法解

决。 因此， 在岁末大张旗鼓的集
中、 专项、 强力清欠的同时， 有
关地方、 相关部门应该再多一
些 思 考 ： 除了清欠 ， 还需要做
什么？

比如， 在欠薪问题上， 为什
么 “受伤” 的总是农民工？ 国家
法律明确规定 ， 用人单位必须
“及时足额发放工资”， 更多的非
农民工劳动者可以按月领取工
资，没有或者很少遇到欠薪问题，
而农民工却非得到年终才能结
算，这是什么道理？是用人单位无
视法律，还是有关部门执法不严？
抑或都视农民工为弱势群体，忽
视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这个问题
不搞清楚， 不设法解决， 农民工
的被欠薪、 苦追讨仍然会继续，
甚至积累成为更大的问题。

再如， 清欠确有成果， 但为

什么总要年终集中行动？ 发生了
欠薪就立即解决， 因为数额少，
矛盾分散， 追讨起来并不难。 累
积到年终， 数额大、 问题多、 时
间紧， 反而增加了工作难度。 这
个道理并不深奥， 为什么有些人
不懂？ 年终集中行动固然声势浩
大、 成果显著、 社会影响广泛，
但其中是否有一种不宜言表的
“政绩冲动”？ 以人为本、 执政为
民， 需要从日常做起， 在点滴中
体现， 办事就是政绩， 而不在于
声势， 更不在于数字。 把问题和
矛盾解决在发生之初， 解决在分
散状态， 解决在农民工最需要的
时候， 才是最有效的工作。

又如， 农民工讨薪是依法维
权， 但成本过高， 甚至付出血的
代价。 为什么欠薪者明明无理还
敢打人？ 为什么讨薪者有理反遭

伤害？ 是制度缺失， 法治缺席，
还是相关机构和人员失职？ 甚或
有人在为欠薪者 “撑腰”？ 纵观
各地 ， 相关的文件 、 规定并不
少， 但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
件还是时有发生。 可见， 问题的
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文件规定， 而
在于是否执行、 落实。 在农民工
问题上， 某些部门和干部的思想
作风、 工作方法、 执行能力， 也
应在 “清欠” 之列。

人社部提供的数据提示我
们， 截至今年10月， 全国各级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机 构 共 查 处 工 资
类违法案件11.6万件， 追发工资
206.6亿元， 尽管同比都在下降，
但欠薪现象的普遍存在、 涉及近
250万劳动者， 仍是一个不可掉
以轻心、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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