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长假在人们的缱绻中渐
渐远去， 很多人又背起行囊满怀
期待外出务工， 开始新一年的奋
斗打拼。 而回想起春节前媒体报
道一些地方不良企业拖欠劳动者

报酬的案例， 令人为劳动者流汗
又流泪的境遇而感到痛心。 未雨
绸缪，多方施策，筑牢劳动者权益
保护的“篱笆”，切实维护好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是当前社会上的
一项重要任务。

客观而言，这些年来，全国各
地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保护， 在治理欠薪顽疾等
方面付出诸多努力， 特别是推动
恶意欠薪入刑， 在年关等重要时
间节点联合多部门共同出击加大
清欠力度， 形成了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良好社会环境， 拖欠工
资现象大为减少。但也毋庸讳言，
在某些地方、某些行业，用工不规
范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拖欠劳动
者工资事件仍时有发生， 极大地
削弱了劳动者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影响了党和当地政府在群众
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也成为制约新时
代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

欠薪屡禁不绝， 直接原因当
然在欠薪企业一方， 很大程度上
也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
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既有的
法律法规也未能落实到位有关。
比如在欠薪较为突出的建筑行
业，层层转包现象仍屡禁不止，不
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仍不少见。
劳动合同既是确认雇佣关系的重
要体现， 也是劳动者维权的重要
凭证。面对雇佣方无视国家法律，
继续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
这一痼疾， 各地当加大普法力度
和执法检查， 通过对辖区内企业
一家一家走访调查，监督用工企业做
实劳动合同签订、 建筑工人实名

制信息系统等基础性工作， 为劳
动者权益保障打下牢固基础。

从此前发生的一些欠薪案例
来看， 某些案例还与当地相关部
门招商引资不规范存在一定关
联。诸如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引入
企业时没有严格落实企业应该缴
纳工资保证金的制度， 致使企业
出现问题或发生欠薪时， 劳动者
无法及时拿到工资， 从而造成欠
薪问题。这种现象提醒各地，不能
片面强调发展而无视法治， 不能
片面强调招商引资而放松对劳动
者权益的保护。 协调好发展与法
治的关系，统筹好经济发展、法治
建设、 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的
关系，弥补好法治建设中的漏洞，
才能使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正
常运行。

作为劳动者的 “娘家人”，各
级工会组织、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还宜进一步密切与劳动者的联
系，始终保持联系管道的畅通，未
雨绸缪，多方施策，增强劳动者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和自觉，
帮助劳动者挺起维权的腰杆，特
别是要增强他们正确处理劳动纠
纷的能力， 做到关键时刻能依法
维权、有效维权。

“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
合法权益，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
难， 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只
有让劳动者及时拿到应得工资，
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才能
切实让劳动者在宽广的舞台上展
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让“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成为最动听的时代强音。

■长话短说

三亚9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春节黄金周
旅游监管服务保障工作。 假日期间三亚旅游警察支队
加大对破坏旅游市场秩序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一海
鲜店员工对秤 “做手脚” 诈骗顾客七百余元， 店长及
员工被拘留15天。 （2月10日中国新闻网）

□赵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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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应严防节后“慵懒散”

■世象漫说

未雨绸缪筑牢劳动者权益保护“篱笆”

“宠物经济”
要规范发展

□李代祥

■劳动时评

警情通报
也要有温度

李雪：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
仿古特色街区龙潭水乡， 投资巨
大， 占地面积达220亩， 历时4年
打造， 清一色江南仿古式建筑 ，
曾被誉为成都的 “清明上河图”。
刚开业的时候， 很热闹， 不少游
客慕名而来 。 但好景不长 ， 如
今， 酒店、 婚庆基地、 饭店等绝
大多数商铺纷纷关门， 平时游人
很少。 昙花一现的仿古小镇建设
某种程度而言 ， 是决策失误所
致。 而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
却换来一堆烂尾项目， 岂能不令
人心疼。

仿古小镇建设
应避免昙花一现

张国栋：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伴随着
“洗耳 ” 的歌声 ， 各大社交平台
上的宠物视频是互联网上最受欢
迎的内容之一。 由互联网带动的
萌宠风潮席卷而来， 受年轻网民
的追捧。 与此同时， 宠物流量也
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应该尽
快建立相关标准， 加强监管， 规
范行业发展。

春节长假结束， 人们重返工
作岗位。 但一些人仍然沉浸在过
节的气氛中， 收假却难收心。 上
班迟到、 早退、 无精打采、 身到
心不到等问题频现， “节后综合
征” 也频繁被提及， 这其实是对
现代人的一种警醒。

假期里大部分人或宅在家里
蒙头大睡以 “补觉”， 或游走于
茶楼酒肆与亲朋聚会 、 游山玩
水， 这都无可厚非， 毕竟国家放
假目的是对平时正常工作和生活
的一种调剂、 休整。 但在七天的
“假日模式” 下， 人的身心容易

彻底放松， 无法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入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让人
产生一种 “劫” 后余生的感觉，
也就是所谓的 “节后综合征”。

试想一下， 如果党员干部不
能及时收假收心 ， 以 “工作烦
躁、 精神懈怠” “慵慵懒懒、 松
松垮垮” 的风貌来面对群众， 不
仅 让 部 门 会 因 你 的 责 任 心
“不在线” 而形象大减、 声誉受
损， 更无法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优
质服务。

党员干部要以健康的身心投
入到工作中 ， 这才是正确的做

法。 要抓紧时间自我调节， 规律
睡眠、 饮食， 从生活内容到作息
时间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外， 各级
组织也应及时介入， 采取应对措
施， 严防节后 “慵懒散”， 切实
抓好党员干部收假收心工作。

总之， 严防节后 “慵懒散”，
决非小题大做， 节后工作状态是
对作风建设的检验。 为此， 党员
干部要调整好节后的生活规律，
收假收心， 新的起点更应凝神定
气， “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心
思、 精力用到各项工作中去。

□谢晓刚

作为劳动者的 “娘家人”，
各级工会组织、 劳动保障监察
部门还宜进一步密切与劳动者
的联系， 始终保持联系管道的
畅通，未雨绸缪，多方施策，增
强劳动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认识和自觉， 帮助劳动者挺起
维权的腰杆， 特别是要增强他
们正确处理劳动纠纷的能力，
做到关键时刻能依法维权、有
效维权。

电影 《流浪地球》 春节期间
上映后口碑、 票房双丰收。 电影
在吸引观众的同时， 也吸引了不
怀好意的盗版者。 有卖家在某二
手平台叫卖盗版 《流浪地球 》，
售价低至1元。 对此， 电影 《流
浪地球》 制片方表示， 春节期间
一直忙于打击盗版。 （2月11日
《北京青年报》）

打击盗版 《流浪地球 》 行
为， 并非只有该片制作方在单打
独斗。 据报道， 早在2月2日， 国家
版权局就发布了 《2019年度第一批
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
名单包含 《流浪地球》 等8部贺
岁片。 国家版权局还要求网络服

务商对名单内的重点院线电影采
取相应保护措施， 并要求各地版权
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加大版权监测监
管力度， 对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
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
的， 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其实，不单是优秀电影资源，
不少名牌商品都存在被盗版现
象，当前一些网购平台“山寨”名
牌商品泛滥即是明证。 由于打假
需要花费不小的财力、 物力、人
力， 不少名牌商品生产厂家打假
力不从心。 人们期待打击电影资
源以及商品产品盗版行为， 都能
尽快形成合力。 除了电影制作方
与名牌商品厂家打击侵权行为之

外， 各地各相关职能部门亦要加
大对于电影盗版与商品制假售假
行为的打击力度， 电影观众与消
费者要坚决拒绝购买盗版电影与
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并积极举报

违法侵权行为， 经由形成打击的
合力 ，有效遏制电影盗版与商品
制假售假行为， 切实维护相关电
影制作方与商品生产厂家的利益
及消费者的权益。 □魏文彪

打击盗版应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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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莘县公安局的一条警
情通报近几日意外走红。 通报
对2月9日发生的 “莘县燕塔一
青年男子坠落身亡” 一事进行
说明， 通报人性化的行文劝大
家“自珍自重”。通报发布后，获
得众多网友点赞。（2月11日《北
京青年报》）

2月9日， 山东莘县公安局
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 有一青
年男子从燕塔坠落。接警后，警
方对现场进行封锁和勘察，调
取监控和调查走访现场证人，
确定系个人自杀行为。以往，对
于类似事件， 警情通报大都是
程式化文本、官方化语气，寥寥
数语交代了事。然而，莘县公安
局在发布警情通报时， 一改就
事论事的通报体， 简单概括事
发经过后， 以大篇幅人性化的
行文劝大家“自珍自重”、“对自
己负责， 对父母家人负责”，最
后推己及人， 劝说当地网友不
再传播血腥视频， 以免给死者
家人造成反复伤害。

通报发布后， 获得众多网
友关注和点赞， 一天之内阅读
数已超过10万次。 这份警情通
报的意外走红，关键不在于“另
类”，而在于有温度。

警情通报传播范围广 ，影
响面大， 面对的又是活生生的
个体， 这就要求通报要具备人
文关怀， 统筹考虑当事人及其
家属和社会公众的心理感受。
同时，从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
社会治安稳定的角度出发，也
需要警情通报举一反三， 对事
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加以提醒
和引导。值得欣慰的是，各地警
方已经注意到这些因素， 跳出
通报的思维定式。 去年8月，针
对桐乡66岁环卫工因劝阻乱扔
垃圾被打事件， 当地警方发布
一条有态度的通报，“今天没有
嬉笑，只余怒骂。任何人，任何
人欺凌弱势群体， 欺凌一位六
十多岁的老人都该被社会唾
弃。”通报一出，许多网友盛赞
给力解气。 警情通报本来就不
只是信息发布工具， 还应是与
公众接地气交流渠道。 有力度
也有温度， 这才是警情通报应
该有的模样。 □张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