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关系行政处罚权下放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工人日报》报道，甘肃省政
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甘肃省赋予
乡镇和街道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指导目录》， 其中有5项涉
及劳动关系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下
放。这5项处罚权包括：对用人单
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

名册规定的处罚， 对用人单位使
用童工的处罚， 对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不建立劳动关系、不依法订立
劳动合同的处罚，对用人单位不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的处罚和对用
人单位违反规定未及时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处罚。

在劳动关系日渐复杂， 劳动
争议日益增多的今天， 这条事关
劳动者切身权益的消息引发许多
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关注， 是很自
然的。

依照法律规定规范劳动关
系， 是处理劳动争议和违法行为
很重要的环节。以往，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 对于违反劳动法规的行
为给予相关处罚， 均由县级以上
地方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
机关管辖。因此，面对劳动关系领

域的争议和违法行为， 乡镇街道
无权处置、惩罚，只能配合调查和
调解， 当事劳动者也只能等待上
级执法机关的裁决、执行。这样的
规定， 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
执法权限和执法者的行为， 但也
同时带来执法程序上的拖沓或迟
滞， 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来说，
带来了事实上的不便。

为了深化乡镇和街道管理体
制改革，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
理体制， 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 （修订草案）》 提出，
为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
层延伸和下沉， 赋予乡镇街道部
分行政处罚权 ， 规定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可以决定符合条件的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对其管辖区域内的违

法行为行使有关县级政府部门的
部分行政处罚权。 这是中央为了
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作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 是深化改革的必
然要求。

5项劳动关系行政处罚权的
下放， 从形式上扩大了乡镇街道
的执法权限 ， 变过去的 “软管
理” 为 “硬手段”， 实质上增强
了对违反劳动法规行为的管束和
压力， 为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提供了更便捷 、 更及时的保
障。 对于劳动者而言， 显然是利
好消息。 事实上， 劳动法规的不
断完善与严格执行， 不仅是劳动
者的福音， 也是全社会的利好。
无论政府、 企业、 劳动者， 只有
在法治环境中， 才能更有效地执
政、 运作和更好的生活与工作。

当然， 权力下放， 也可能带
来新的问题， 譬如执法的随意性
或权力的滥用。 但我们不能以此
为由 ， 因噎废食 。 任何不受监
督、 约束的权力都可能产生负面
作用， 这与权力下放与否并没有
必然的联系。 关键在于如何防范
用权的风险。 报道说， 甘肃省在
下放权限的同时， 要求各市州政
府督促所辖县级政府对下放的权
限加强指导， 适时对落实情况进
行跟踪评估， 及时纠偏正向， 确
保赋权事项放得下、 接得住、 管
得好、 有监督， 使乡镇和街道更
好服务基层、 服务群众、 服务民
生。 应该说， 这几条要求都是有
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 只要认真
贯彻执行， 就能够有效保证相关
法律法规的正确执行。

■长话短说

5项劳动关系行政处罚权
的下放，从形式上扩大了乡镇
街道的执法权限 ， 变过去的
“软管理”为“硬手段”，实质上
增强了对违反劳动法规行为
的管束和压力，为劳动者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更便捷、
更及时的保障。 对于劳动者而
言，显然是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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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卫工人再多些呵护和关爱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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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社厅近日印发通知调整工伤保险待
遇标准， 调整内容包括工伤人员伤残津贴、 供养
亲属抚恤金、 生活护理费。 （10月24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杨李喆： 今年三季度， 全国
网信系统依法查处网上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累计约谈1211家网站
平台， 警告954家， 暂停更新489
家。 但调查发现， 部分网络弹窗
仍在传播色情、 赌博、 暴力甚至
诱导自杀等违法信息， 成为增大
安全风险、 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网络 “毒疮”。 对网络弹
窗成信息 “毒” 窗现象， 绝不能
纵容。 对此， 强化依法监管与打
击是重中之重。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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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老年人已经成为
家电产品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和
使用群体之一。 但记者调查发
现， 虽然有些家电产品为老年
消费者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但
仍有不少产品对于老年人来
说，在易用性、健康舒适性等方
面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
一些针对老年人开发的产品往
往存在价格偏高或品质偏低等
问题。 （10月24日 新华网）

当前， 越来越多的电器使
用按键、 触摸控制和LED显示
屏代替了以往不需过多依赖视
觉即可正确操作的老式旋转式
操控方式 。 大尺寸液晶电视
前， 老人却不知如何用遥控器
切换平台； 全自动洗衣机十余项
功能， 多半只能当成摆设……
家电 “智能化”， 但操作复杂、
功能繁多， 让许多老人无从下
手， 一旦误操作， 产生安全问
题等危险， 许多智能化产品不
能满足 “适老化” 需求。

除了 “智能化” 使用给老
人带来困惑外， 一些 “适老化
电器” 价格和品质也有争议。
有的专门为老人设计的电器要
比同款的普通电器价格翻倍。
老人手机等以老年人为目标消
费群体的细分产品， 真正做到
的也仅仅是加大字体和音量，
缺乏更加“适老化”的设计。 同
时，为了降低成本，产品往往功
能单一，做工粗糙，材质低劣，
使用寿命也很短。

电器生产企业应推出各种
智能家电的简化版， 功能简洁
实用， 使用更方便些， 争取让
老年人可以 “一键通”。 家电
产品要增加为老年人设计的语
音提示、 到时提醒等多种贴心
服务的功能， 让老年人的晚年
生活更加智能化。 “适老化电
器” 是把产品做得简单易用，
而不是把产品做成低端。 原先
需要五六个步骤才能选明白的
功能， 老年人只需要一两个步
骤就能选明白。 “老人电视”
的遥控器按键不宜太小， 从老
年人实际需求出发， 就能找到
智能家电与 “适老化” 的契合
点， 满足老年群体对智能家电
的需求。 □胡建兵

网络招聘有“陷阱”
求职者要当心

智能化产品
应满足“适老化”需求

柏巷： 今年以来， 受疫情影
响， 许多线下招聘活动转移至线
上。但另一方面，招聘网站上发布
的信息往往良莠不齐， 有不法分
子以光鲜亮丽的职业和高薪诱导
求职者踩进 “陷阱”。 人社部日
前发布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以期规范网络招
聘服务行业发展， 为求职者保驾
护航。网络平台应加大审核力度，
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而求职
者更要擦亮眼睛， 小心陷阱。

在朝阳区崔各庄乡， 居民焦
虑失落时无处倾诉， 社会心理服
务站已成为他们的温暖港湾； 在
昌平区霍营街道， 社会心理服务
中心开展的心理减压小组活动，
让长期奋战于一线的社区工作者
把积攒已久的委屈和辛苦释放出
来……越来越多街道 (乡镇)、 社
区 （村) 等正在探索建设运营社
会心理服务站 (中心)。 （10月23
日 《北京晚报》）

无论居家过日子， 还是工作
学习， 人们难免会遇到难以纾解
的问题 ， 而有些问题也就难 免
会 影 响 到 自 身 心 情 及 情 绪 ，
如果不良情绪得不到很好排解
时 ， 不仅会影响到自身健康问

题 ， 也会影响到家庭和睦与幸
福， 甚至影响自身的工作学习。
对此， 建好老百姓身边的心理服
务站就很有必要。

以位于崔各庄乡京旺家园第
二社区服务站二层的京旺心语服
务站为例， 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
场地虽算不上宽敞 ， 但功能齐
全， 设有接待办公区、 个体心理
咨询区和团体心理活动区， 还配
置了沙盘等专业心理治疗器材。
自成立以来， 个体心理咨询累计
已有20人次左右， 每次时长50分
钟。 由此可见， 这样的心理服务
站确实能成为老百姓身边的 “心
灵港湾”。

尤其是， 社会心理服务站最

大的益处是能够成为助力人际关
系融洽的平台 。 比如 ， 通 过 开
展 心 理 讲 座 、 团 体 沙 龙 、 家
庭 亲 子 互 动 等 活 动 ， 不 仅 可
以全方位地了解居民的心理诉求

和心理健康状况， 而且也可以让
更多的人从家里走出来， 通过敞
开心扉， 在纾解内心不愉快的同
时， 扩展人际交往圈， 进而提升
幸福感、 宜居感。 □李雪

社会心理服务站为社会和谐赋能

10月23日， 广东同德药业有
限公司向湛江市城综局捐赠8万
只一次性口罩及1千瓶酒精消毒
液。 据了解， 这批口罩将直接供
给一线环卫工人使用， 为保护环
卫工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
多一份保障。 (10月24日 《湛江
日报》)

作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工
作非常辛苦 ， 无论酷暑还是严
冬 ， 他们都披星戴月 、 日夜兼
程、 任劳任怨， 用辛勤的汗水换
来了城市的整洁。 特别是他们的
工作没有节假日， 没有高收入，
尽管岗位平凡， 却发挥了不平凡

的作用。 有人曾这样描述过环卫
工人：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环境卫
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窗口和名
片， 那么环卫工人就是这种文明
的载体和创造者， 他们的努力和
奉献应该得到每一位市民的尊敬
和理解、 爱护和关怀。

其实， 近年来湛江各地各部
门、 各界群众关爱环卫工人的事
例还很多， 有的请环卫工人免费
吃饭，有的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
有的给环卫工人赠送冬衣……关
爱环卫工人， 既是对这个职工群
体的关爱， 也是对每个个体命运
的关注，这是一件暖心的事，也是

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总之， 关爱环卫工人， 就是

关爱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 因
此， 我们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尊
重环卫工人的氛围 ， 关心 、 理
解、 尊重环卫工人， 人人都要平
等对待环卫工人， 自觉尊重、 爱
护环卫工人， 尊重他们的劳动 ，
自 觉 养 成 文 明 习 惯 。 要 提 高
他 们 的 社 会 地 位 和 经 济 待
遇 ， 关 心 他 们 的 生 存 、 工 作
境 遇 ， 维护其基本权益 ， 逐步
完善他们的社会保障， 让他们减
少后顾之忧。

□鹰远

网络弹窗岂能成为
信息“毒”窗

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