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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假期加班费不能总沦为“纸上福利”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这个假期， 相信返乡、 出游的人都不少。 而也
有一些人就喜欢 “反其道而行之”， 选择 “宅” 在
家里。 但是， “宅家” 也需要讲科学。 早起可以
赖会儿床但时间有讲究。 有些人觉得既然放假， 就
要睡到自然醒， 但俗话说 “过犹不及”， 睡眠时间
过少或者过多都对身体有害。 因此， 建议你在假期
也要尽量保持规律作息 。 （5月5日 《北京青年
报》） □王铎

张淳艺： “无预约， 不出游”
成为旅游新常态， 有利于避免游
客扎堆， 提升旅游舒适度， 却也
给黄牛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何有
效遏制黄牛， 景区门票不妨向铁
路售票系统学习， 引入 “候补购
票”。 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平台可以
出面牵头 ， 统 一 整 合 景 区 门票
预约系统 ， 给游客带来更好的 、
更有保障的购票体验， 不给黄牛
套利的空子。

稳定和建设环卫工人队伍需要多管齐下
实行学历 、 技能等级

与薪酬奖励挂钩制度 ， 对
于提高环卫工人素质 、 稳
定环卫工人队伍是必要的，
但不是唯一的 。 环卫工文
化程度偏低 ， 年龄老化 ，
流动性大 ， 固然与收入偏
低有关 ， 但更与环卫工作
劳动技能要求不高 、 发展
空间有限相关。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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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手机回收
亟待规范化发展

打通服务职工
“最后一公里”

李雪 ： 据媒体报道 ， 日前 ，
工信部的报告显示， 我国的二手
手机存量累计超过 20亿部 。 不
过， 这些手机中仅有2%经过正规
渠道回收处理 。 有平台数据显
示 ， 38％二手手机回收价格 在
2000元以上 ， iPhone、 华为等一
些型号的手机保值率超过80% 。
专家表示， 推动数以亿计闲置手
机回收需用规范化流程打消消费
者担忧。 闲置手机回收规范化发
展是事关民生福祉的大事， 这需
要完善手机回收处理相关法律法
规， 理顺手机回收渠道。

景区门票预约
不妨引入“候补购票” 假期“宅家”

“五一” 前夕， 福建省环卫
行业集体协商会上， 职工与企业
双方代表签订了行业集体合同 ，
约定实行学历、 技能等级与薪酬
奖励挂钩制度： 行业职工通过在
职学习学历提升到大专及本科以
上的， 每月分别增加不低于100

及200元工资； 职工在行业技能
比武中获得荣誉的， 企业给予一
次性配套奖励； 在技能竞赛中获
得总冠军的， 企业承诺上调一级
工资待遇。 （4月28日《工人日报》）

对于环卫工而言， 这无疑是
利好。 不过， 协商过程中双方代
表发言透露的一些信息， 值得更
多思考。

先看几个数据。据统计，目前
福建一线环卫工人中， 中学及以
下文化程度人数占比58.9%，平均
年龄超过50岁； 去年福建省环卫
行业的职工流动率接近50%。 类
似情况， 相信在其他地方的环卫
工人中也是大同小异。 这些数据
表明 ， 环卫工大多文化程度偏
低， 年龄老化， 而且流动性高，
稳定性差 。 由此带来的问题就
是， 要他们拿出本来就不高的收

入中的一大笔钱去考学历、 练技
能的积极性可能不高， 至少相关
激励政策惠及的范围不会很大。

再看企业顾虑。 为了在市场
竞争中立足， 环卫行业的服务单
价只能不变或下降， 而环卫工人
的收入却在提升 。 企业方称 ：
“对劳动密集度高、 利润率低的
环卫企业而言， 消化工人学历、
技能提升增加的薪酬成本， 是一
笔不小的负担 。” 更可虑的是 ，
“如果将学历、 技能奖励工资提
得过高， 会导致扫再多的路、 加
再多的班都比不上去学习深造来
得划算， 这会伤害行业内那些踏
实肯干却已经错过学习黄金期的
一线环卫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造
成更大的不公平。” 实事求是地说，
前一句是实情， 后一句有道理。

基于上述考虑， 实行学历、

技能等级与薪酬奖励挂钩制度，
对于提高环卫工人素质、 稳定环
卫工人队伍是必要的， 但不是唯
一的。 环卫工文化程度偏低， 年
龄老化， 流动性大， 固然与收入
偏低有关， 但更与环卫工作劳动
技能要求不高、 发展空间有限相
关， 因此年轻人不愿意做， 做了
的也随时会 “跳槽”， 况且还有
环卫职业能否得到社会尊重的问
题。 就现实而言， 保护那些没有
学历、 缺乏技能但踏实肯干的中
老年环卫工的劳动积极性， 稳定
现有队伍， 兼顾分配公平， 同样
是必要的； 从长远看， 要根本解
决问题， 实现环卫劳动机械化、
现代化才是出路。

不过， 在 “机器换人” 问题
上也有争议。 机械化可以有效减
少用工数量和劳动强度， 因此有

企业方代表提出， 将有限的资金
用来购置更多的机械化设备， 比
提升学历、 技能更能改善环卫工
人的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 也更
能帮助环卫行业吸引到年轻劳动
力。 而职工代表说： “能留住年
轻人的不是机械而是机制， 正是
因为机械化要求更高， 行业才需
要培养更多能够适应这些机械的
高技能、 高学历人才， 要想方设
法让不断老化的工人队伍能够追
得上、 跑得赢这些不断升级的机
器 。” 应该说 ， 双方各有道理 ，
又不失偏颇。 “中和” 起来， 双
方努力， 才是破解之途， 加之鼓
励职工学习、 提高素质以及分配
兼顾公平、 营造社会尊重， 如此
多管齐下， 才能稳定和建设好环
卫职工队伍， 而且最终受益的既
是工人， 也是企业。

“第一次帮职工争取到被
拖欠的工资后， 这名职工手写
了一封感谢信。 对我来说， 这
是很大的肯定。” 古凤绮是广
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的
一名职业化工会干部， 服务职
工已有11个年头。 她经常到企
业一线倾听职工意见， 直面职
工诉求， 她说， “这些事情，
都和职工利益息息相关。” （5
月2日 《人民日报 》）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 古凤绮作为一名
街道的职业化工会干部， 在密
切联系职工上下真功夫， 在热
忱服务职工上出实招， 在打通
联系服务职工 “最后一公里”
上见成效 ， 成为职工信赖的
“娘家人”， 值得点赞。

据报道 ， 为更好服务职
工， 古凤绮努力在工作中找准
切入点和着力点。 她和同事一
起选取了2个社区、 4个园区、
4个企业作为试点 ， 推行 “班
组———企业———园区———社区”
多形式多层级沟通协商， 直接
面对职工诉求， 将诉求反馈到
相关职能部门后， 及时跟进协
调处理纠纷，化解矛盾，取得了
良好效果， 并总结出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毋庸讳言， 当下， 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 企业劳资双方涉
及劳动合同的纠纷难以完全避
免， 重要的是如何依法妥善处
理。 特别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
的事， 一定要及时正确处理，
才能让职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 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

笔者以为， 群众利益无小
事。 工会干部深入企业班组和
街道社区， 直接面对面听取职
工诉求， 并及时跟进协助解决
问题的做法很接地气， 无疑是
打通了服务职工的 “最后一公
里”。 把问题发现在基层、 矛
盾解决在基层， 将员工合法利
益维护在基层， 使工会真正成
为员工可信赖的职工之家。 同
时， 也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周家和

连续五天的 “五一 ” 小长
假， 有些“打工人”仍坚守岗位。
利用双休日调休出来的五天长
假，哪天是法定休假日加班？根据
规定，5月1日当天加班的，用人单
位 应 当 支 付 300%的 工 资 报 酬
（月工资基数÷21.75天×300%），
并且用人单位不能以安排补休形
式替代加班工资；5月2日至5日加
班的， 用人单位可以以补休形式
代替加班工资，不能补休的，则应
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月
工资基数÷21.75天×200%×加班
天数）。 （5月5日 央视新闻）

根据 《劳动法 》 第 44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
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
酬 ：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
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
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
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可见， 节
假日如何发放加班费是有法可依
的。 但笔者以为， 假期加班费不
能总是停留于计算公式上， 而应
落实于兑现上。

要避免节假日加班费总是停
留于计算公式层面上， 还需 “两

手抓”。 一方面， 用人单位应有
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善待员工
就是善待自己，只有做到“留人留
心”，既按时足月发放工资，又按
规定发放加班费， 才能让员工真
正看到用人单位的责任意识和担
当意识， 员工才能为用人单位尽
心尽力做贡献， 共同促进用人单
位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劳动部
门应为员工“撑腰做主”，要通过
精准发力， 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
制约和监督用人单位依法依规给
每一位加班的员工发放加班费。
唯有如此，“五一假期加班费”才不
会总是停留于计算公式上， 更不会
沦为 “纸上福利”。 □叶金福

终身免门票，让见义勇为者“善有善报”
5月3日13点30分左右， 周口

市儿童医院医生赵一品在游览河
南洛阳白云山景区的途中， 遇到
一位突发疾病晕倒的老太太， 并
进行救援。 得知赵医生见义勇为
的事迹后， 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
区对赵一品医生送出了感谢信，
免除他此行在白云山的所有游
览、 住宿费用， 并可终身免门票
游览洛阳白云山 。 （5月4日 央
视新闻）

为见义勇为者终身免门票并
非是首次出现。 据报道， 在2017
年， 一名47岁的男性游客在腾冲

热海景区内不慎落水， 受到其他
游客及景区管理人员的救助。 为
此， 景区决定： 将为见义勇为的
2名游客提供终生免费游览火山
和热海景区的服务。

褒奖见义勇为就需要来点
“实在 ” 的 。 这也需要从法律 、
政府、 企业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共
同发力， 用见得着的实惠举措让
见义勇为者得到褒奖。 也唯有如
此 ， 才能够让 “英雄流血又流
泪” 事件少出现、 不出现， 才能
够充分发挥出褒奖善举的激励效
应， 鼓励更多人站出来、 匡扶正

义。
此外， 须注意的是， 各景区

也应建立起完备的救援救助救治
机制 ， 从而让游客安全愉快游
玩。 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 景

区内游客突发疾病现象时有发
生， 如何做好应对， 需要景区做
好设施及人员应急储备， 以备不
时之需。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