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4日， 河北省张家口银
行石家庄分行41家网点 “歇歇
吧” 同日挂牌， 将新年首礼送给
快递小哥、 环卫工等广大户外劳
动者。 据悉， 此举在河北省地方
金融系统还是首次。 （1月15日
《河北工人报》）

在 “歇歇吧”， 环卫工师傅
说： “‘三九’ 天， 我们能在这
么暖和的地方歇歇脚 、 喝口热
水， 感觉特别暖心。” 快递小哥
说： “在这里， 有热水喝， 有电
视看， 时间空余还能暖暖和和地
眯一会儿， 后面的包裹肯定送得
更快捷。”

环卫工也好 ， 快递小哥也

罢， 这些室外劳动者， 都是值得
关爱的群体。 一是他们在室外工
作的时间长， 快递员和送餐员忙
的时候， 他们常常在室外要工作
12个小时以上， 非常辛苦。 二是
他们在室外工作的劳动强度大。
以快递小哥为例， 为了给客户送
货上门， 他们经常在恶劣的天气
里， 要搬运一些大件的物品， 体
力消耗非常大。 而现在有了 “歇
歇吧”， 无疑有了一个给他们提
供关爱的场所。

在 “歇歇吧”， 室外劳动者
不仅可以获得体力的恢复， 而且
可以调节情绪和心情， 缓解一下
紧张的工作压力。 更充满人性化

的是， 还可以获得一些生活上的
便利服务。 比如： 喝杯热水， 打
个盹休息一会儿。

“歇歇吧 ” 让关爱更有温

度。 关爱室外劳动者， 我们可以
从更多细节出发， 以周到完善的
服务给他们带来温暖。

□周开华

征求职工意见， 提出协商要
约 ， 与用人单位行政方开展工
资、 福利平等协商， 签订集体合
同， 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工会
工作的 “常规动作”。 上级工会
对这项工作的指导， 一般也只是
体现在年初部署、 年终检查、 总

结表彰的层面， 对于各用人单位
协商程序是否规范、 企业行政是
否配合、 工会是否担当作为， 特
别是协商结果 （集体合同内容）
是否落实， 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引
起更多关注。

《工人日报》 报道， 江苏省
阜宁县总工会为解决少数企业行
政不作为、 工会难作为、 协商程
序不规范、 协商结果难落地等问
题， 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
于2021年初建立集体协商 “回
访” 制度， 督促协商成果真正落
地。 在已 “回访” 的221个企业
中， 209个执行情况良好， 职工
工资、 福利等合同所列内容全部
落实， 5个企业因部分条款未落
实被限期整改， 7个企业为职工
补发各类津贴11.2万元， 落实了
工会履行维护、 服务职责， 让广

大职工 “薪酬无忧” 的初衷。
这是一个新鲜经验， 其中每

个细节都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态度
与效果。

“回访” 不是 “普遍撒网”，
而在 “重点摸鱼”， 即以新建企
业、 重点企业以及有来信来访职
工反映强烈的单位为主。 这样的
选择目标很明确———新建企业经
验不足， 需要上级工会更多的指
导； 重点企业关乎国计民生， 理
应重点 “关照”； 来信来访职工
反映强烈的单位显然存在问题，
需要尽快解决。 有针对性的目标
选择， 不是泛泛的检查， 而是为
了解决问题， 保证了 “回访” 的
精准与有效。

“回访” 中， 采取不事先通
知、 不用陪同接待、 随机抽样的
方式进行 ， 以克服可能的搞形

式、 走过场的现象。 事先通知就
会有所准备， 陪同接待难免应酬
客套， 摒弃了这些， 加之随机抽
样， 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为了保
证 “回访” 质量， 采取看台账、
听汇报、 个别访、 代表评等多种
形式进行， 以了解更多情况， 并
将 “回访” 结果与所访单位党政
工领导及时交换， 对问题比较突
出的企业召开现场办公会议， 提
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到位。 这
些做法都没有停留在了解情况，
而是旨在解决问题。

“回访” 在年中和年终各一
次 ， 目的在于解决问题 。 首次
“回访” 主要看协商过程是否合
法合规， 职工应得权益是否全部
纳入协商范畴， 集体合同签订是
否规范， 有无走过场或一厢情愿
的现象。 年终 “回访” 则侧重于

协商结果最终落实情况， 有无执
行上 “虎头蛇尾”、 兑现上 “短
斤少两” 等现象。 再次 “回访”
中， 对没有按照意见整改， 或在
执行中采取 “两本账” 的企业，
提请劳动保障部门予以处理； 对
仍拒不履行集体合同的予以曝
光， 必要时诉诸法律。 这里， 再
次 “回访” 显得更重要： 一则对
年初协商成果要保证兑现， 二则
为来年的集体协商打下一个良好
的基础。

“回访” 制度是对集体协商
工作的深化、 细化， 求真务实，
可操作性强， 有效解决了平等协
商重形式轻效果、 集体合同执行
不到位等问题， 提高了职工的获
得感， 激发了职工创业热情， 提
升了 “娘家人” 的形象， 增强了
工会组织凝聚力。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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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潘铎印： 近年来， 我国快递
业务量稳居世界第一， 但快递包
装问题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一定压
力 ， 进一步推动快递包装绿色
化， 变得更加紧迫。 推进快递包
装 “绿色革命”， 建设美丽中国，
各地要加强监督管理， 推广使用
可循环快递箱、 可循环包装袋，
强力推进快递包装废弃物中可回
收物的规范化、 洁净化回收。

“回访 ” 制度是对集
体协商工作的深化、 细化，
求真务实 ， 可操作性强 ，
有效解决了平等协商重形
式轻效果、 集体合同执行
不到位等问题， 提高了职
工的获得感， 激发了职工
创业热情， 提升了 “娘家
人” 的形象， 增强了工会
组织凝聚力。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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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快递包装“绿色革命”
建设美丽中国

严打非法采矿

让点评App成为
医患良性互动通道

戴先任 ：在这个 “点评 ” 盛
行的时代， 很多人都已习惯了在
就餐或娱乐前打开点评平台看一
下 “口碑” 和评价。 很多用户不
知道的是， 如今医院也成为了其
中一员， 在点评平台上， 不论是
三甲医院还是一些专科医院， 都
榜上有名。 点评App不能成为涉
医网络暴力渠道， 但也要保护患
者给医院与医护人员 “差评” 的
权利， 不能阻塞了点评App上患
者对医院及医护人员进行评价的
渠道， 更要让点评App成为医患
良性互动通道。

企业实行薪酬保密制度，
强化薪酬激励， 减少人员流失
率， 但也会造成部分劳动者难
以享受同工同酬待遇。 对于部
分企业以员工讨论工资、 违反
公司密薪规定为由解雇劳动者
的做法， 律师指出， 密薪制不
能滥用， 更不能成为侵害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工具。 近日， 某
知名科技通信公司发布员工备
忘录， 宣布员工有权讨论工作
条件和薪酬。 一时间， “企业
是否该实行薪酬保密制度” 的
话题再次受到关注。 （1月17
日 《工人日报》）

密薪制是 “舶来品”， 也
是 “争议品 ”。 支持者认为 ，
密薪制能够强化激励效应， 调
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降低劳动
者的流失率， 也顺应了一些劳
动者保护薪酬隐私的需求； 反
对者则认为， 密薪制限制、 剥
夺了劳动者的薪酬知情权、 监
督权， 有可能侵犯劳动者的同
工同酬权， 损害薪酬公平和劳
动者的信任。

由于我国的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并未明
确禁止密薪制， 因而， 根据法
无禁止则许可的原则， 密薪制
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而且， 密
薪制在一些企业也产生了积极
效应， 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这
说明密薪制具有一定的现实可
行性。

密薪制固然可以成为企业
的自主管理制度， 但企业实行
密薪制不能任性而为，不能“一
言堂”，不能将密薪制当成“兜
里的政策”，不能让密薪制完全
处在“暗箱”中，不能违法侵权。
国外一些企业采用密薪制的目
的之一就是降低人力成本，如
果国内企业在“拿来”密薪制的
同时， 过度使用密薪制的降低
人力成本功能， 则有可能造成
同工同岗不同酬的现象， 从而
违反法定同工同酬的底线。

企业无论是实行密薪制，
还是实行明薪制， 都应该守住
法律底线和边界， 都应该符合
劳动权益伦理， 这样， 才能扬
长避短， 发挥薪酬管理制度的
优势。 □李英锋

让快递小哥快乐安全地过好年

“歇歇吧”让关爱更有温度 “密薪制”不能逾越
法律红线

集体协商“回访”制度重在求真务实

记者16日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获悉， 为汲取孝
义市“12·15”非法盗采煤炭资源案教训，这个省今年
1月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
矿产资源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6种非法违法采矿行
为， 并深挖彻查每一起非法违法采矿背后的 “保护
伞” 及监管人员失职渎职问题。（1月16日 新华社）

□朱慧卿

以往， 春运的主要载体是高
铁网络； 今年， 春运的主要载体
又多了一个快递网络。 1月17日
记者采访得知 ， 2022年春运启
幕， 人员流动的同时， 快递 “吞
吐” 量的增幅也很突出， 年货在
城乡之间、 省际之间大量流动，
一场 “快递货品多流动” 的 “新
春运 ” 悄然兴起 。 （ 1月 18日
《太原晚报》）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今年
许多外地务工人员顾全大局， 选
择了就地过年。 于是， 出现了从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到 “网
购年货， 快递拜年” 的新年俗，
年货和思念随着快递小哥传递到
千家万户， 增加了春节祥和、 温
馨的氛围。

我们知道 ， 快递小哥风里
来， 雨里去， 赶时间， 抢速度，
工作十分的辛苦 。 为了疫情防
控， 今年不少快递企业纷纷宣布
春节期间 “不打烊”， 随时为选
择就地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服
务。 快递小哥以自己的辛勤付出
换来了千家万户的幸福。 这样一

来， 快递小哥加班加点， 工作量
增大不说， 还影响到了过年期间
他们与家人和亲友的拜年和相
聚。 为此， 笔者期待快递企业和
社会各界能够给快递小哥们多一
些理解和关爱， 特别是 “爱心驿
站” 要为他们提供全天候的多样
化 、 个 性 化 和 人 性 化 暖 心 服
务 ， 让 快 递 小 哥 享 受 到 必 要
的物质保障和丰富多彩的年俗
文化， 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 安
全的春节。

□费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