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传统春节
多些文化韵味

杜绝铺张浪费
共度节俭春节

远程多人会议、 协同编辑文
档、 在线汇报审批……特别是疫
情期间， “云办公” 模式加速普
及， 成为传统办公模式的重要补
充。 不久前， 一家总部在北京的
企业还向员工推出 “永久居家”
政策， 员工可以自主选择上班还
是居家办公， 同时， 员工每年有
3个月时间可申请异地办公， 以
方便探亲。 记者发现， 由于工作
和生活界限模糊 、 管理边界不
清 ， “云办公 ” 在省去通勤成

本、 提升沟通效率的同时， 也给
劳动者带来了新烦恼 。 专家表
示， 随着 “云办公” 模式上线，
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要 “在线”。
（1月16日 《工人日报》）

互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的不
断发展为 “云办公” 创造了适宜
的环境和条件， 也助推劳动场景
不断拓展。 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
有过 “云办公” 的经历， 而在新
冠 “乙类乙管”、 疫情防控措施
调整优化后， 人们的工作生活秩
序逐步恢复， 依然有不少用人单
位推出了大量 “云办公” 岗位，
依然有不少劳动者有 “云办公”
的需求。 “云办公” 模式有日趋
常态化的客观前提 ， 但 “云办
公” 模式也给劳动关系带来了新
变化， 给企业管理、 劳动权益保
障带来了新的挑战。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主要调整传

统的劳动关系， 对 “云办公” 模
式下的一些新问题、 新变化尚未
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可以说，
不 论 是 企 业 等 用 人 单 位 ， 还
是 劳 动者 ， 对 “云办公 ” 所涉
及的相关行为、 边界、 权利义务
关系都还处于不断探索、 磨合的
阶段， 而在这一阶段， 用人单位
占据主导地位。也正因为此，一些
企 业 在 劳 动 管 理 过 程 中 容 易
出 现 用电脑监控软件过度监控
劳动者等问题，在劳动关系确认、
考勤 、考核 、加班认定 、工伤认
定 、工资发放等环节也容易出现
“一言堂”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来
的负面效应是， 容易引发劳动争
议，容易侵犯劳动者权益。在劳动
维权过程中， 劳动者也可能因相
关规则、 标准的缺失而陷入维权
困境。

“云办公 ” 和传统劳动一
样， 也是一种正常的劳动模式，

也应该受到劳动规则的保障 。
“云办公” 推动劳动关系出现了
新变化 ， 劳动规则也应与时俱
进 ， 进一步完善 。 也就是说 ，
“云办公” 上线了， 相关的劳动
权益保障规则也应上线， 唯有劳
动权益保障规则上线了， 劳动权
益才能同步。

劳动权益保障规则分为两部
分， 一部分是用人单位的内部管
理规则，一部分是法律规则。涉及
“云办公”的用人单位应围绕考勤
管理、工时计算、工作考核、任务
量核定、加班、工资待遇、保险福
利、 劳动纪律等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事项制定规章制度， 并经
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相关方案或意见， 与工会或
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规章制度出
台后，用人单位要将其公示，或告
知劳动者。 如在规章制度实施过
程中， 工会或职工认为有不当之

处，有权提出意见，与用人单位协
商修改完善。 “云办公”规章制度
应符合法定制定程序， 内容也应
该适法。

立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有
必要通过修法或出台相关细则、
解释等方式， 把 “云办公” 模式
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 明确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 划
清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边界和底
线， 针对劳动关系认定、 工作和
生活场景区分 、 劳动报酬 、 加
班、 工伤、 考勤考核、 保险等事
项给出法律标准和指引。

上线 “云办公” 的劳动权益
保障规则， 把 “云办公” 劳动场
景、 劳动模式引入法治轨道， 有
助于优化劳动环境， 规范用人单
位的劳动管理行为， 维护劳动者
权益， 也有助于减少劳动争议，
为企业营造和谐、 稳定、 健康、
有序的发展环境。

2023年春运启动以来， 各地交通流量特别是
主干公路流量大幅增长， 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也随
之增多。 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 安全是回家最
近的路， 驾车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 驾车集中
精力， 疲劳及时休息。 （1月15日 新华社）

□王琪

1月14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
庵区吾悦广场商场内， 市民在春
风行动“接您回家”专场招聘会现
场找工作。当日是农历小年，淮南
市田家庵区春风行动“接您回家”
专场招聘会在人流量较大的大商
场内举行， 招聘会现场共有59家
企业提供700多个就业岗位。 （1月
16日《安徽工人报》）

一场专门为回家过年的在外
地务工人员举办的现场招聘会，
在当地一家人流量较大的大商场
内举行， 为想在家乡找工作的返
乡人员提供了便利， 他们可边逛

商场边找工作， 购置年货与找工
作两不误。 同时也为一些实际存
在的 “招工难” 的企业提供了便
利， 他们可以更有针对性的为求
职者提供相应工作岗位， 体现了
企业求才若渴的诚意， 扩大了企
业与求职者 “相中” 的机会， 提
高了 “牵手” 率。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是改善和
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
地方政府要稳中有进的推进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 既要靠产业， 也
要靠就业。 一个返乡人员如果在
当地实现了就业， 这个家庭就多

了一个人在当地就业， 也就多了
一份在当地相对稳定的收入。 同
时， 也能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多
了一份人力资源。

笔者以为 ， 招聘会开在商
场， 是政府有关部门服务就业市
场供需双方的新模式。 从一定意
义上来说， 体现了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为进一步提高就业效率， 用
心用情用力， 在精准精细服务百
姓就业方面确实是下了功夫， 既
提高了招聘效率， 又降低了招聘
成本。 此举， 值得点赞。

□周家和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李英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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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办公” 和传统劳动
一样， 也是一种正常的劳动
模式， 也应该受到劳动规则
的保障。 “云办公” 推动劳
动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劳动
规则也应与时俱进， 进一步
完善。

■世象漫说

由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和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联合主办
的 “温暖有你 共赴美好 ” 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新春联谊会， 1月
15日在中国职工之家上演。 （1
月16日 《劳动报》）

据报道， 此次活动以 “温暖
有你、 共赴美好” 为主题， 分为
“春风送暖” “关爱情暖” “新
春心暖” 三个篇章， 通过文艺工
作者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台演
出的联谊活动， 让广大职工感受
到来自 “娘家人” 的温暖。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中国
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和中华全国总
工会文工团联合举办的这场新春

联谊会，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站
“C” 位 ， 他们与文艺工作者一
道进行文艺表演， 分享自己成长
经历、 奋斗故事等， 这种温情满
满的联谊活动， 不仅让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也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释放了压
力， 愉悦了心情， 同时也体现了
社会大家庭对他们的关爱和温
暖。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支
重要力量。 他们每天奔忙在大街
小巷， 以辛勤劳动和默默无闻的
付出， 为市民生产生活提供方便
快捷的服务。 同时， 他们还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 为经济发展建言
献策， 化解矛盾纠纷等， 在不同
行业和领域为群众服务 。 因此，
各级工会组织、 人力社保部门等
要 多 关 心 关 注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的工作和生活 ， 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为他们干
事创业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发
展平台， 从而提升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职业获得感、 幸福感和归属
感。

□赵杰昌

“云办公”模式下的劳动权益保障规则应同步上线

新春联谊会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感受温暖

安全提示

招聘会开在商场是就业市场服务新模式

刘天放： 春节将至， 家人及
亲朋将利用这个难得的团圆机会
聚餐， 以表达对新一年美好的祝
福。 然而， 春节既是餐饮大量消
费的时段 ， 也是容易浪费的时
段。 时代在变， 过年的方式也应
不断改变 。 希望在这个兔年春
节， 我们都不再比谁做得多、 点
得多， 做得贵、 买得贵， 而是比
谁做得更健康 、 更文明 、 更理
性。 杜绝铺张浪费， 共度节俭春
节 ，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
来。

■长话短说

新冠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
餐饮业开始回暖， 首先受益的是
即将到来的年夜饭市场。记者1月
15日了解到， 多家餐厅年夜饭预
订恢复到2019年同期九成。 在家
吃年夜饭的需求和年轻人主导家
宴的趋势， 为火爆许久的预制菜
市场添一把柴。 今年，三文鱼、帝
王蟹、波龙等都被做成预制菜，为
了让市民在家吃年夜饭更美味、
更便捷。 （1月16日 《北京青年
报》）

一顿象征团圆的年夜饭， 既
是春节的主题 ， 又是情感的磁
场， 更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守
望。 对于忙碌了一年没有烹调技
艺而又热衷 “食尚” 的消费者来
说， 举家到饭店吃一顿年夜饭，
既能免除自己动手采购食材和下
厨做菜等诸多繁杂事务， 又能省
时省心地真正体会到团圆的天伦
之乐 ， 可谓一举两得 。 也正因
此， 举家到饭店吃年夜饭愈发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

尽管举家到饭店吃年夜饭确
实方便快捷， 但如果监管 “掉链
子”， 则必然导致食品安全得不
到保障。 尤其是除夕期间巨大的
市场需求， 最容易让一些不良商
家利益至上而忽视食品安全。 从
近年来的消费投诉情况看， 年夜
饭消费中商家无视食品安全、 服
务质量差等问题已成为主要的槽
点 。 如今 ，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
后， 年夜饭市场开始快速恢复，
更需要对其强化监管 ， 让依法
“掌勺” 的年夜饭真正实至名归
地香味十足。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众
所周知，年夜饭销售时段集中，市
场监管部门因受人力、精力、时间
等因素的掣肘， 不可能拉网式地
对所有经营年夜饭的商家进行全
方位监管。 这就要求经营年夜饭
的商家自觉强化自律， 严格按照
被誉为“史上最严”新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当然，确保年夜饭的食品安全，消
费者也不能置身事外。 在理性消
费的同时， 也应选择有安全保障
的年夜饭供应商， 并保留好相关
的证据， 以便在发生纠纷时依法
维权。 □张智全

年夜饭需要依法“掌勺”
才能香味十足

天歌： 春节临近， 成都各大
文博场馆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
呈上一道道文化大餐。 在博物馆
沉浸式观展， 过一个 “文化年”
将成为更多市民的新选择。 成都
市一些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各种文
化娱乐活动， 受到了当地市民群
众的欢迎， 这表明， 只有吃喝玩
乐的春节是远远不够的， 春节作
为传统节日 ， 还应该有文化韵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