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初全总下发 《推进货车
司机等群体入会工作方案》以来，
各级工会高度重视， 积极推进货
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
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
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群
体入会工作，借以作为“强基层、
补短板、增活力”的重要抓手，强

化维权服务。
八大群体入会是一项新工

作，实践中有一个问题困扰：职工
入会需要确认劳动关系所属，而
互联网经济下劳动用工形态多元
化， 八大群体中许多劳动者与平
台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劳动关系，
更多地表现为劳务合作， 其中许
多劳动者的报酬也不是由平台支
付，而是直接由客户支付。这种情
况下如何认定劳动关系？

应该承认， 互联网经济带来
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吸纳了传统
产业无法吸纳的劳动力， 而且对
劳动者的就业形式、 就业质量和
劳动效率、 劳动时间等的改变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它
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一
方面， 由于互联网经济下劳动关

系从形式上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
以判断， 使得其劳动用工性质判
断面临分歧（如有学者用“去劳动
关系化”表述，也有学者不认同）；
另一方面， 由于劳动者管理的数
字化、网络化，而劳动监察等行政
执法部门难以获得相应的数据信
息，导致监管面临困境。更重要的
是，由于劳动关系模糊化，某些平
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等形式，规
避劳动法的适用， 使劳动者无法
享受相应的劳动法律法规的保
护。 这个问题当然应该引起各方
面，特别是工会组织的重视。

近日发布的 《中国职工状况
研究报告 （2018）》援引国家信息
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共
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
人，比2016年增加131万人 ；城镇

每100个新增就业岗位中，约10个
岗位来自于平台企业。 但通过互
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 （即
“网约工”） 的数量则是平台企业
员工数的10倍左右，就是说，目前
我国“网约工”人数已达7000万人
之数。如此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其
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绝非小事，
亟待提上议程。

有学者指出， 劳动从属性是
雇佣劳动的最本质特征。 互联网
经济下的多数劳动者， 在经济从
属性、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
方面对互联网平台都有较强的依
附关系。如在人格从属性方面，平
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基本已由应
用系统规划， 企业时刻在对平台
劳动者下达工作指令、 进行工作
指挥；在组织从属性方面，很多互

联网平台采取客户评分的方式来
对劳动者进行考核， 劳动者也倾
向于选择已积累信誉评分值比较
高的平台工作，等等。因此，互联
网经济下的多数用工仍符合劳动
关系的本质， 具有雇佣劳动的特
征， 应该认定其具有劳动关系的
性质。

前述研究报告课题组负责人
指出，“劳动者通过平台单位实现
就业这一事实表明， 经济现实已
经走到理论的前面。 随着共享经
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中国职工
队伍正在面临着第三次结构性变
化， 对职工概念属性需要重新界
定。”破解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调
查研究，从理论上探讨、在立法上
规制， 以引导互联网平台合理有
序发展，落实对劳动者的保护。

■长话短说

近日出台的 《贵州省城市养犬管理规定》 明确：
不清理犬便最高罚款5000元， 犬只伤人最高罚款3万
元。 这项规定将于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1月23日
新华社） □毕传国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3万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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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送春联”这种民俗文化大有潜力可挖

■世象漫说

互联网经济下的劳动关系亟待探讨和规制

春节“刚性支出”
须“柔性支配”

□张刃

■劳动时评

让“最强技师”
发挥最强贡献

孙维国： 针对老百姓普遍关
心的“票贩子”、“小偷”、“骗子”等
问题，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加强
对站区、代售点等重点盯控，严厉
打击倒票、盗窃、诈骗等各类违法
犯罪事件。打击“票贩子”需用“组
合拳”，既要强化日常打击，依法
严惩“票贩子”，在法律惩处上加
大处罚力度，让“票贩子 ”付出更
大代价。

打击“票贩子”
需用“组合拳”

天歌 ：春节即将到来 ，不少
人在期待着假期的同时， 也开始
担忧自己的钱包：给长辈的红包、
给晚辈的压岁钱、 准备年礼……
过个春节究竟要花多少钱？ 很多
即将踏上回家旅程的人， 都在心
里盘算过回家过年要花多少钱的
问题。 之所以不得不做这样的盘
算， 是因为春节期间的很多 支
出 ，都称得上是 “刚性支出 。虽
然 春 节 花 费 是 一 种 “ 刚 性 支
出 ”， 但我们却可以 “柔性支
配 ”，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我们量
力而行。

近日， 顺义区石园街道总工
会联合港馨第一社区党支部开展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书画名家
送春联慰问活动。 10余位书画家
参加了此次活动， 现场为职工免
费写春联 、 写福字 、 送祝福 。
（1月24日 《劳动午报》）

“送春联 ” 活动彰显出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样的活动多
多益善， 理当制度化、 常态化。

“送春联 ” 活动之所以如此
火爆， 关键在于找准了传统文化
与现实需求的结合点 。 不得不
说， 这几年生活富足了， 年味儿

却有点淡了， 很大程度上是春节
的文化意蕴日渐淡化。 弥补这种
遗憾， 从春联这个年俗文化载体
补起， 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开展
“送春联” 活动， 不仅让书画艺
术有了旺盛生命力 ， 而且 丰 富
了 职 工 业 余 文 化 生 活 ， 更 是
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过年气氛 。
可以说， “送春联” 送出的是祝
福， 是文化传承， 更有一种浓郁
的 “乡愁味”。

放大 “送春联” 活动品牌效
应，大有潜力可挖、文章可做。 一
方面要增加互动性， 在广泛开展

“送春联”活动的同时，还可以组
织职工编春联、写春联、议春联、
品春联，让更多的职工参与其中，
在这项活动中真切领略到更多的
文化真谛， 持续提升文化品牌的
黏合度和参与度； 另一方面要提
升创新力， 紧密对接职工文化生
活的所需所盼，将生肖元素、地方
文化元素以及核心价值观元素融
入到春联中，创作更多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 富有地方特色的春联
精品，让春联文化延续出更蓬勃、
更强大的生命力， 这样溢出效应
就会更大。 □徐剑锋

随着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快
速发展， 中国职工队伍正在面
临着第三次结构性变化， 对职
工概念属性需要重新界定。破
解这个问题， 需要深入调查研
究，从理论上探讨、在立法上规
制， 以引导互联网平台合理有
序发展，落实对劳动者的保护。

2019年春运开启， 记者分两
路探访列车车厢里的不文明行
为。 过去车厢里烟雾弥漫、 小孩
随地便溺的情形几乎绝迹， 但是
记者探访发现， 脱鞋、 喧哗、 乱
丢瓜子壳， 吸烟、 霸座、 霸占通
道等不文明乃至违法的行为仍较
为常见， 尤其是在普通列车上。
（1月23日 《楚天都市报》）

乘坐过春运期间普通列车的
都知道， 由于人满为患， 使得车
厢内空气流通较差， 空气质量比
较恶劣， 乘客离开座位上个厕所
都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
乘客如果在火车上有脱鞋、 霸占
通道、 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

这不只是损害了火车车厢的卫生
环境， 而且直接降低和影响了其
他乘客的乘车体验和舒适度， 让
人厌烦。 乘客霸占通道， 让其他
乘客难以挪步， 给其他乘客上厕
所、 倒开水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乘客脱鞋 ， 臭气味充满整节车
厢， 直接导致火车车厢内的空气
质量严重下滑， 让广大乘客实在
受不了。 乘客大声喧哗， 让其他
乘客根本没法休息， 尤其是让需
要通宵乘坐火车的乘客得不到休
息， 相当痛苦。

火车是公共交通工具， 火车
车厢实质上就是一个小型的公共
场所， 这决定了每一位乘客乘坐

火车出行， 除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和享受之外， 还要尊重其他乘客
的权益， 不能打扰到其他乘客乘
坐火车的体验和舒适度， 这是最
基本的火车文明和乘坐火车礼
仪。 从这个角度说， 我们不管是

回家过年乘坐火车， 还是在其他
时候乘坐火车出行， 都不能忘记
带着文明一起上路， 必须自觉文
明乘坐火车， 在火车上不能有打
扰到其他乘客的不文明行为 。

□张立美

坐火车回家过年请带文明上路
近日， 浙江宁波市总工会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的一批
“最强技师”来到宁波永灵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会诊” 企业在
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最强
技师”中，有专长焊接的浙江工
匠，有专长机械设备的浙江省技能
大师工作室领衔人，有浙江省首席
技师，有省级学科（专业）带头人
等。（1月24日《工人日报》）

“手艺精巧者，即如黄金的
源泉。”“最强技师”是特殊的人
才技术资源， 如何让 “最强技
师”发挥最大能量，为社会作出
最大贡献， 宁波市总工会汇聚
全市产业一线最为出色的能工
巧匠，组建成立“劳模工匠技术
服务队”，很有创意。

技术能手、职工标兵、攻关
尖子等， 是所在企业或单位的
“宝贝”。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并
在岗位上积极钻研技术，努力攻
克业内技术难题， 确保 “人无我
有”，生产合格和优质产品，带领职
工学习技术， 广泛开展技术攻
关、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技术
帮扶、技术培训等活动，为企业
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是常驻
企业或单位的专家技术人员。

同时，“最强技师” 又有全
国劳模、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首席技师等荣誉和称号，自
然也是社会的特殊财富。宁波市
总工会组建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
队”，体现了工会组织、管理的智
慧， 突出了工会在企业发展中
的作用，更为实现劳模、工匠技
术人员个体力量最大化，使“最
强技师” 个体为其他集体发光
效力提供了有效途径。

发挥“最强技师”的最强贡
献， 充分合理地利用技能人才
资源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应当看到，各地都有许多的“最
强技师”，但“最强技师”“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现象长期存在。
有的企业“私心”过重，担心这
些人才服务社会， 可能失去自
身的优势地位。 可让 “最强技
师”发挥贡献，有益社会，无害
企业，也能从中受益，体现了企
业的奉献意识、大局意识，也有
助于形成重视和发挥技能人才
的良好氛围。 □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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