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为职工维权尽责有为

北京人社局近日发布 《轻微
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第
一版）》， 列入清单的29项行政处
罚事项， 凡符合轻微违法情形并
及时纠正的， 可不予行政处罚。

消息见报， 舆论认为， 北京此举
兼顾了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是
事关 “六稳” “六保” 务实之举。

轻微违法行为免罚， 对于用
人单位自然是利好， 大受欢迎。
那么， 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者和
维护者， 工会组织应该和能够做
些什么呢？

首先， 要有大局意识。 这个
大局就是经济社会发展。 没有发
展， 一切免谈。 企业是经济社会
发展 （包括就业保障） 的活力源
泉和中坚力量， 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 保护企业发展就是保就业保
民生 ， 保护企业创新就是保发
展。 在这个意义上， 工会服从大
局也是维护职工权益， 而且是根
本的和长远的利益， 因此对政府
政策理应维护和执行。

其次，要未雨绸缪。服从大局

不等于无所作为。毋庸讳言，在攸
关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保障方
面， 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
新业态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
合理甚至侵权现象。 此次新冠疫
情给许多企业经营带来的冲击，
更使类似问题凸显。此时推出“轻
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在某种意
义上加重了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的责任， 要求工会更加密切关
注相关动态，见微知著，力争把用
人单位可能侵犯职工权益的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同
时，要加大劳动法规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企业和职工都知法、懂
法、守法，尽可能使“轻微违法行
为”不发生，让企业顺利发展，让
职工人人舒畅，岂不皆大欢喜。

再次， 要有所作为。 工会组
织应该注意到 ， 此次 “免罚清

单” 涵盖了劳动合同、工作时间、
就业管理、劳务派遣、社会保险等
29个行政处罚事项， 都是用人单
位管理不规范， 容易引发劳动争
议的“高发地带”，同时也正是工
会组织为职工维权的重点所在。
因此，工会要“睁大眼睛盯住”这
些可能发生问题的环节，“关口前
置”，把握分寸。 这样做不是吹毛
求疵，而是因为政府文件明确，为
了防止“免罚”的被滥用，对于免
罚的适用预设了前置条件。 如要
求同时满足 “违法行为涉及人数
不超过设定标准、 一年内无违反
同一规定查处记录、 未造成危害
后果、 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关责
令 （限期） 改正期限内改正” 等
情形。 既然执法有章可循， 工会
理当参与其中， 不给那些屡罚屡
犯者以可乘之机。

最后， 要勇于担当。 北京出
台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清单》， 是基于过罚相当、 宽严
相济的监管思维， 在保护企业发
展积极性的同时， 把劳动者权益
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并且明
确， 对于拖欠工资、 使用童工等
违法行为， 依然保持 “零容忍”
态度。 显然， 政府不会为了单纯
追求发展而牺牲劳动者的权益；
对部分企业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
罚， 是有底线的， 并不意味着放
纵不法企业主对于劳动者权益的
侵犯 ， 在重大违法违规的问题
上，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以代
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的
工会组织， 理所当然应该担当起
职责， 理直气壮地与严重违法行
为 “较真”， 尽最大努力切实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长话短说

工会组织应该注意到，此
次人力社保部门发布的“免罚
清单”涵盖了劳动合同、工作
时间、就业管理、劳务派遣、社
会保险等29个行政处罚事项，
都是用人单位管理不规范，容
易引发劳动争议的 “高发地
带”， 同时也正是工会组织为
职工维权的重点所在。 因此，
工会要“睁大眼睛盯住”这些
可能发生问题的环节，“关口
前置”，把握分寸。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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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对市民诉求分级分类响应是一种精准服务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发微信、 发微博、 发朋友圈……网上的足迹点
点滴滴， 如同一部图文自传， 你是否思考过这是你
的数字资产？ 如果文字的内容有些抽象， 那么你大
量充值的游戏账号、 QQ会员呢？ “云端” 生活的
时代， 将自己的账号传给后人， 已经不是一句单纯
的玩笑。 数字遗产的价值量在增大， 如何清晰分类
成为难题， 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１１月
５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毕传国

付彪： 市场监管总局11月5
日公布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
定》， 涵盖有奖销售、 价格、 免
费试用等促销方式， 自今年12月
起施行。 暂行规定对虚假促销、
不履行优惠承诺、 巨奖销售等行
为明确了相关的监管原则。 如何
让法规对接现实， 形成对 “假打
折” 等行为的威慑， 显然需要监
管 “动真格”。 对相关部门来说，
要根据网络经济的特点， 升级监
管措施， 落实常态化监管。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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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 “接诉即
办” 改革工作的意见》 11月5日
发布。 《意见》 提出， 建立诉求
分级分类快速响应机制， 各级市
民热线服务中心和涉及水、 电、
气、 热等重点民生领域的公共服
务部门 ， 提供 7×24小时服务 。
（11月6日 《北京青年报》）

有轻重缓急的诉求， 就该有
轻重缓急的响应。 根据诉求的轻
重缓急程度和行业标准， 建立诉
求分级分类快速响应机制， 明确
不同的处置时限标准， 能够在甄
别区分诉求类别的基础上优化处

置资源配置， 把有限的处置资源
优先用于民众的紧急诉求、 重要
诉求， 确保民众反映的急事能够
得到及时过问、 快速解决， 确保
相关民生问题不耽误、 相关履职
不 “迟到”。 在对一些诉求急办
的同时， 对于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的诉求， 分级分类机制也给予足
够的重视———将未能即时办结 、
快速办结的诉求列入挂账管理，
明确挂账事项范围 、 标准 、 程
序， 完善挂账销账和监督提醒机
制 ， 并建立挂账事项办理责任
制， 利用条块合力， 及时协调推
动， 创造条件解决。 这样， 诉求

分级分类响应机制对处置资源的
分配就能做到科学合理有序， 既
能满足急办的要求， 也能尽到正
常办理、 缓办的责任， 既能提升
处置服务的效率， 也能给民众带
来更高的处置满意度和更强的服
务获得感。

对市民诉求分级分类响应是
一种精准履职、精准服务，体现了
围绕“接诉即办”的治理体系的升
级和治理能力的进步， 希望诉求
处置参与部门和人员切实付出责
任，合理评估诉求的轻重，用行动
上的快慢有序把诉求分级分类响
应机制落到实处。 □李英锋

治理“强制购物”乱象
需打“组合拳”

开设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
是便民务实之举

廖卫芳： 王女士在山东济南
以4000多元的价格报团去甘肃兰
州旅游， 旅行团表示行程中要进
购物店， “配合着进就行， 不强
制买”， 谁知上车去往购物店时，
导游却强迫游客购买玉石。 要真
正有效遏制 “强制购物 ” 乱象 ，
还需打 “组合拳 ”， 共同打击 。
首先， 立法要尽快。 旅游法应尽
快出台并完善相关细则， 通过立
法形式规范旅游市场。 其次， 监
管部门做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
严， 织密监督网。

“晚上回家， 再也不用为找
停车位犯愁了！” 居民王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 北京市各区正推进
有偿错时共享停车项目， 朝阳区
八里庄街道效果尤为突出。 通过
有偿错时共享停车后， 居民的车
有地方停了， 周边企业周转了夜
间空置停车位获得了一定的收
入， 地面交通秩序变好了， 停车
纠纷明显减少了， 多赢的局面让
街道居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感。 （11月6日 《北京青年报》）

随着城市的发展速度加快，
停车难困扰着各大城市。 下班回
家抢车位 ， 假期出游抢车位 ，

“走到哪抢到哪” 已经成为有车
一族的必备技能。 数千万的车位
缺口 ， 催生出 “共享停车 ” 业
态。 一些小区白天居民都上班去
了 ， 停车位空荡荡 ， 而一些机
关、 企业白天有人上班， 车辆停
得满满的， 但晚上下班后， 停车
位又空出来了， 如果这些小区与
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 “停车共
享”， 可以使停车位资源得到充
分的利用， 不再浪费。 以新闻中
报道的八里庄街道为例， 为解决
停车难的问题 ， 市停车管理中
心、 朝阳区交通委、 八里庄街道
办事处联手 ， 重点梳理停车资

源， 通过深度挖潜、 有偿错时共
享停车， 新增停车位7000个， 有
效缓解了小区居民停车难。

在停车难的背景下， 停车位
“错时共享” 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可以使停车位资源得到最大化的
利用， 填补停车位的缺口， 从一
定程度上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增
加企业的收入 ， 改善小区的环
境， 可谓一举多得。 □胡建兵

“共享停车”盘活闲置车位解决停车难

记者昨日从本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为适应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老年人日常就医需求，
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
挂号就医方面遇到的困难 ，
11月4日，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就为老年人拓宽挂号渠道 、
建立绿色 通 道 、 完 善 预 约
转诊和互联网就医等方面进
行了进一步优化。 （１１月６日
《劳动午报》）

“老有所医 ” 是养老事
业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关
系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发
展， 年轻人享受到了现代网
络技术带来的红利， 网络购
物、 电子支付 、 医院排队挂
号等， 只要一部手机就能搞
定。 但 “数字鸿沟” 也给更
多的老年人带来了不便， 尤
其是在医院排队挂号时， 老
年人遭遇到了尴尬和不便 ，
让老年人就医质量大打折扣。

“老有所医 ” 不仅是家
庭个人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政府在制定老年医疗卫生服
务和医疗保障体系规划， 除
了对老年人就医费用给予一
定补贴， 尽快增设老年护理
险种等； 还要鼓励医院加大
公益事业投入， 切实推进社
区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网点建
设， 为老年人开辟绿色就医
通道， 让老年人能够就近享
受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 实
现老有所医。

毋庸置疑， 帮助老年人
跨越 “数字鸿沟”， 助力老年
生活融入数字时代， 需要全
社会力量。 从设立老年人优
先就医窗口， 到优化老年人
就医流程， 从挂号缴费， 到
咨询预约就 诊 ， 不 仅 要 有
专门的通 道 ， 更 要 有 专 门
的工 作 人 员进行指导帮助 ，
有了这些硬性要求与基本规
定， 才能给老年人营造一个
良好的就医环境， 让老年人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吴学安

规制“假打折”
需要监管“动真格”

“数字遗产”如何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