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让拖欠工资“黑名单”发挥强大震慑作用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胡蔚： 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11日拉开帷幕， 将在全国
范围内持续开展至10月17日， 主
要活动包括网络安全博览会、 线
上主题晚会、 网络安全赛事等。
保护网络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参
与。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
精神家园 ， 安全可靠 、 生态良
好、 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才符合
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网络安全
为了人民， 网络安全更加需要依
靠人民。

“以店养站”是务实之举发展之途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不

是 “应景之作 ” ， 权宜之
计 ， 而是工会履职的具体
体现 ， 职工群众能够切身
感受的场所 ， 不仅需要长
期运转 ， 而且发展前景广
阔 ， 希望各地工会从实际
出发 ， 因地制宜 ， 探索服
务站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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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
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反诈App”

对娃娃机乱象要好好管一管了

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
让生活更美好

职工的“急难愁盼”
就是工会的行动方向

为深入推进 “浙江无欠
薪” 行动， 进一步加大对拖欠劳
动报酬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依
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日前，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
发布了2021年第三批重大劳动保
障违法行为典型案例2起和拖欠
工资 “黑名单” 12起。 （10月13
日 《浙江工人日报》）

如何有效遏制拖欠农民工工
资“难题”呢？ 笔者以为，设立“黑
名单”制度之举，无疑是治理欠薪
的一把“利剑”。可以说，“黑名单”

制度是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拖欠工资“黑名单”的发布，不
仅体现了党和政府统揽全局驾驭
社会建设的自信和能力， 而且也
彰显了全面深入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
心。同时，这也给黑心企业和老板
敲响了一记“丧钟”。

俗话说： “打蛇要打七寸。”
因此， 笔者以为， 要遏制拖欠农
民工工资现象， 相关部门还应进
一步发挥 “黑名单” 的强大震慑

作用， 要在信息及时归集和推送
的基础上加大力度， 将完善联合
惩戒机制落到实处。 同时， 从长
远角度来讲， 要强化工资支付保
障立法， 规范工资支付行为和底
线标准， 清晰工资支付责任， 加
大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 扎紧制
度笼子， 真正解决用人单位 “不
能欠” “不敢欠” 问题， 从而确
保农民工的工资能及时发放到
手， 为农民工撑起保护伞、 安全
伞， 让农民工不再年年遭遇 “讨
薪难”。 □叶金福

鹰远： 据媒体报道， 国庆节
期间， 山西太原市城管局专门安
排人员， 集中力量对位于羊市街
的市残疾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门前
东侧和南侧便道重新铺设了便道
地砖， 修复了楼前盲道和扶手。
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 是为了让
城市生活更美好， 提升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
全感 ， 这也是 “人民城市人民
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应有之
义。

“娃娃机不能成为盗版产品
泛滥的监管盲区， 应对其严格进
行惩处规制。”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接受
《法治日报 》 记者采访时表示 ，
一直以来， 针对游艺设备的经营
合法性讨论较多， 但对盗版产品
问题确实关注较少， 在我国不断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势下， 应
对侵犯正版产权的行为零容忍。
（10月12日 《法治日报》）

商家以假充真， 比如销售米
奇、 唐老鸭等迪士尼经典形象的
玩偶， 甚至会在娃娃机上用醒目
的字体标注 “正品 ” “正版授
权” 等字样， 而真实的玩偶却是

盗版 ， 这种做法涉嫌侵权 。 另
外， 还有商家在娃娃机中放置香
烟， 存在变相销售烟草的问题。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第五十一条规定， 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不得利用自动售货
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 销售
或者变相销售烟草制品。 而一些
商家推出以小博大、 回购奖品的
抓娃娃方式， 也涉嫌赌博罪。

娃娃机盗版产品泛滥等问题
严重， 暴露了不少商场游戏游艺
设备处于监管盲区的现状。 娃娃
机不能成了法外之地。 需要相关
部门能够加强监管力度， 对娃娃
机盗版产品泛滥、 变相销售烟草

等问题进行整治。 另外， 消费者
要认清娃娃机的套路， 不能跳进
商家精心设好的 “坑” 里难以自

拔。 不能让娃娃机变成了 “售假
机”， 对娃娃机乱象要好好抓一
抓了。 □戴先任

“真金白银”助素质提升、
“安全赋能”保幸福指数、“关爱
行动” 织保障网络……今年以
来，泰州市总工会将职工“急难
愁盼”作为行动方向，全力推进
落实长期惠及职工的11个 “我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在一个个
故事、一幅幅画面、一组组数字
的见证下， 交出了一张令人满
意的答卷。（10月8日 中工网）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
服务职工群众， 是工会的基本
职责。 这一基本职责在实践中
履行得怎么样， 关键是看有没
有解决好职工的 “急难愁盼”。
着眼职工的“急难愁盼”，将其
作为工会的行动方向、 维权服
务的责任清单， 努力解决好职
工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让他们有更多更直接更现实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工
会干部分内之事， 是工会组织
该有的模样和应有的担当。

解决好职工的 “急难愁
盼” 是工会组织的政治责任。
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 工会组织承担着团结引
导职工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的
政治责任。 工会组织能否扛起
这个政治责任， 把党联系职工
群众的桥梁建得更坚固、 纽带
织得更坚韧 ， 没什么捷径妙
招，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以职
工为本 ， 从职工的 “急难愁
盼” 做起。

解决好职工的 “急难愁
盼” 是工会组织的初心使命。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
级的群众组织 ， 他们加入工
会， 就是希望在遇到困难时工
会能伸出援助之手助一臂之
力， 在自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
时工会能主动站出来发声， 帮
他们说话， 替他们维权， 为他
们伸张正义。 工会组织要时刻
牢记自身的初心使命， 聚焦职
工的 “急难愁盼”， 维护好他
们的权益 ， 解决好他们的困
难， 让他们真正从心底里感受
到工会组织是信得过 、 靠得
住 、 离不开的 “职工之家 ”，
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 “娘家
人”。

□何应洋

张思琦不在家时， 他的妈妈帮他收了一个快递：
到付， 138元。 妈妈毫不犹豫替儿子付了钱。 张思琦
到家拆开快递才发现， 里面是一件自己从没下过单的
破背心， 意识到被骗了。 他先后找快递公司和电商平
台投诉， 二者互相推诿， 说无权透露或找不到发件人
信息， 继而干脆拒接电话。 一筹莫展时， 张思琦突然
想到了反诈App。 点开举报，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快递
公司和电商平台接连打来的道歉电话， 表示对方收款
账户已冻结， 并退回了他被骗的138元。 (10月13日
《新华每日电讯》） □王铎

近年来， 许多城市工会为关
爱辛勤工作在大街小巷的户外劳
动者， 建设了星罗棋布的爱心服
务站。 尽管各地所用名称有别，
但服务宗旨、 项目内容相同， 不
仅受到广大户外劳动者的赞誉，
而且已经成为工会竭诚服务职工
的 “品牌”。

建站只是起步， 服务刚刚开
始， 今后如何让户外 劳 动 者 服
务站更好地运转起来 ， 发挥更
大作用， 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摆
在工会面前一个不大不小的课
题。

建站需要投入， 服务不能收
费， 维持运转不仅要有人， 而且
要有钱， 这些归纳起来， 都指向
资金问题。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
统计， 目前全国已建成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7.8万个 ， 累计投入资
金9.38亿元。 即使不计日后新建
因素， 现有的近8万个服务站今
后的运转还需要多少资金？ 虽然
很难预测， 但肯定为数甚巨。 这
笔钱从哪里来？ 无非两条路： 一
是工会继续投入， 二是整合社会
资源 。 继续投入肯定是一种负
担， 四处 “化缘” 也有许多不确

定因素 ， 二者恐怕都非长久之
计。 如果服务站不能长期良好运
转， 失去的就不仅是工会信誉问
题那么简单了。

有没有更妥善办法、 更 “实
惠” 的出路呢？ 贵州工会给出了
一个试点经验。

《工人日报》 报道， 贵州省
总工会、 贵阳市总工会、 贵安新
区工会与村镇发展银行联合试点
打造了一家 “便利店式户外综合
服务站”， 探索 “以店养站” 模
式， 解决服务站管理人员缺乏 、
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以此推
动服务站可持续运营。

“便利店式户外综合服务
站” 一半是便利店、 一半是服务
站， 前者正常买卖， 后者无偿服
务， 以便利店的营业利润支持服
务站的日常管理和运转。 店长在

完成正常销售任务的同时， 兼顾
服务站的日常维护。 据介绍， 目
前这个店的商业流量足够支撑服
务站长期运营， 便利店营业收入
还可以解决店长的工资问题。 这
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 但却解决
了大问题， 从而具有推广价值。

“以店养站” 不仅解决长期
运营资金问题 ， 还有 “附加功
能”。 譬如， 融入职工普惠功能，
附近的企业、 机关工会会员在店
内购物， 可以享受一定优惠。 这
样做不仅方便了其他会员， 而且
吸引了更多顾客， 增加了营业收
入。 又如， 店长要将经常来服务
站休息的户外劳动者的相关情况
记录入册， 反馈给工会和赞助企
业， 以便开展爱心志愿服务和帮
扶活动。 这样做虽然超出了服务
站工作范围， 但却给工会、 企业

其他工作提供了依据。 据了解，
试点服务站还将创立工会临时活
动小组， 建设户外劳动者职工之
家， 通过三方机制联合开展送温
暖、 权益维护、 困难帮扶、 公益
行动、 文体活动等， 进一步拓展
站点的服务功能和内容。 所有这
些工作成果， 最终受益的还是职
工群众。

工会工作是群众工作， 说起
来大多是琐事、 小事， 做好了却
关乎职工的生活幸福， 社会的安
定和谐， 都是大事、 要事。 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不是 “应景之作”，
权宜之计， 而是工会履职的具体
体现， 职工群众能够切身感受的
场所， 不仅需要长期运转， 而且
发展前景广阔， 希望各地工会从
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探索服务
站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