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
有关政策的意见》 2月1日起正式
施行。 条款明确， 职工在上班前
和下班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 搬
运、 清洗、 准备、 整理、 维修、
堆放或收拾其工具和工作服， 或
者根据法律法规 、 行业操作规

程、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 为
完成工作所作的其他准备或者后
续事务， 视为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 在此期间受到的伤害均可
认定为工伤， 从而进一步规范了
全省工伤认定工作 。 （2月1日
中新网）

众所周知， 劳动者为能更好
完成工作， 一般都要做一些预备
性的工作 。 一旦在此过程中受
伤， 劳动者能否顺利申请工伤认
定， 也就成了劳动权益保护的焦
点。 从工伤认定的实践情况看，
不少地方人社部门对此多持审慎
态度 。 虽然多数案例诉诸法律
后， 劳动者的诉求得到了司法支
持， 但劳动者在此类工伤认定中
存在的梗阻仍未得到有效消除。
江苏省明确规定预备性工作时受
伤可以算工伤， 既解决了此类工
伤认定的实务难题， 更体现了公

平正义， 值得充分肯定。
预备性工作， 是指在工作前

的一段合理时间内， 从事与工作
有关的准备工作 ， 如运输 、 备
料、 准备工具等。 预备性工作作
为正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劳动者高质量完成正式工作的必
要前提。 不论是从人文关怀的角
度出发， 还是从最大程度保护劳
动权益的角度考量， 劳动者在预
备性工作时受伤后可以算工伤，
都是说得通、 行得正的道理和法
理。

我国 《工伤管理条例》 第十
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职工 “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这一规定， 为劳动者
预备性工作时受伤后的工伤认定
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 受制于

法条过于原则的掣肘， 实践中不
少人社部门往往以预备性工作的
具体情形不明确为由， 拒绝给出
正面的工伤认定结论。 如此既背
离了工伤保险制度保护劳动权益
的立法意图， 也对劳动者依法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造成了实质上的
不公平， 必须予以纠正。

当然， 部分地方人社部门对
预备性工作时的工伤认定审慎有
余， 除预备性工作的具体情形法
律未明晰外， 还源于对工伤认定
“工作时间” 和 “工作岗位” 等
法定条件的机械理解 。 现实中，
不少企业都没将预备性工作时间
算为正式工作时间， 且有些预备
性工作有可能不在企业规定的工
作岗位上完成， 在企业对这类工
伤认定有异议的情形下， 人社部
门更倾向于从严把握认定标准，
导致劳动者在申请此类工伤认定

方面难遂人愿。
事实上， 针对此类情况， 最

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已对工伤
认定的 “工作时间” 和 “工作岗
位” 做了扩大化解释， 明确规定
“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 在
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
害” 的情形应属于工伤。

确保劳动者预备性工作时受
伤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 是公
平正义的本质要求。 江苏省出台
相关政策 ， 对预备性工作时工
伤 认 定的具体情形予以明确 ，
扫除了横亘在劳动者申请此类工
伤认定方面的实务难题， 必将在
实践中释放出保障劳动者依法
享 受 预 备性工作时工伤保险待
遇的法治潜能 。 期待更 多 地 方
对此予以借鉴 ， 让公平正义的
阳光普照更多预备性工作时的劳
动者。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应持之以恒

打击农村假冒劣伪食品
需要长效治理

“手机APP开屏广告，‘摇一摇’就‘乱跳转’”“走着
路打开软件， 手机不小心晃一下就自动跳转”……如
今， APP “摇一摇” 功能日益普遍， 增强了使用的便
捷性， 但部分应用出现 “乱跳转” 现象， 给用户带来
了困扰。 近期， 在工信部指导下， 中国信通院、 电信
终端产业协会联合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制定并发布实施
相关标准， 以规范 “乱跳转” 问题， 切实保护用户合
法权益。 （2月1日 《人民日报》） □王铎

2022年底以来， 石景山区总
工会联合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组成 “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 ” 服
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队， 深入
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养护中心、 基
层工会联合会等农民工、 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聚集场所， 结合送法
进企业活动深入开展农民工公益
法律服务行动。 （2月1日 《劳动
午报》）

近年来，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逐渐增多， 但由于一些农民工法
律意识淡薄， 在自身权益受到不
法侵害时， 要么选择忍气吞声，

要么接受 “私了” 解决， 要么采
取偏激行为， 引发集体上访和群
体性事件， 甚至导致恶性事件。
出现这些情况， 原因很多， 但农
民工缺乏劳动法律知识， 或者缺
少法律服务， 不会用法律武器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恐怕是最主
要的原因。 如何减少或者尽可能
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笔者以为，
工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是
个好办法。

工会开展农民工公益法律服
务行动， 把法律知识送到农民工
身边， 让越来越多农民工知法懂

法 ， 有利于增强他们的法治意
识 ， 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
益 。 同时 ， 在法律服务的过程
中， 既宣传了工会组织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的职责， 也让职工遭遇
侵权时想到寻求工会 “撑腰 ”，
享受 “娘家人” 的贴心服务。 此
外， 工会通过普法宣传， 提高农
民工法治素养的同时， 也警示企
业经营者用工就必须承担法定的
责任和义务， 有利于实现劳资两
利，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这
样的做法， 可谓一举多得！

□刘予涵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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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性工作作为正式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劳动
者高质量完成正式工作的必
要前提。 不论是从人文关怀
的角度出发， 还是从最大程
度保护劳动权益的角度考量，
劳动者在预备性工作时受伤
后可以算工伤， 都是说得通、
行得正的道理和法理。

■世象漫说

预备性工作时受伤认定为工伤体现公平正义

“假身份证、假驾照、假毕
业证书、假车牌……只要给钱，
什么证都可以做！”当前，一些
专门制售假证的不法分子将制
售渠道转移到线上， 以隐晦的
方式偷偷兜售，形成更加迅捷、
隐蔽的交易模式。 面对当前网
络平台上的假证制售乱象，受
访专家表示， 假证交易双方均
涉嫌违法犯罪，建议网络平台、
公安机关、 司法机关等通力合
作，不断加大审核力度，畅通举
报渠道， 提升身份识别侦查技
术，构建信息共享系统，严惩买
卖假证行为。（1月31日《经济参
考报》）

假证泛滥， 严重冲击着社
会诚信体系。 无孔不入的 “办
证”广告，不仅像牛皮癣一样破
坏市容市貌， 也影响了社会的
正常秩序。特别是，假证泛滥，
有违公共安全。试想，假如一个
完全没有任何资质的人， 只要
花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上一个医
师资格证， 开办私人诊所替人
看病，浪费病人的钱财不说，一
旦治疗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当下， 有一些用人单位对
证件过分依赖， 鉴别证件真伪
的意识还比较淡薄， 这也是假
证大行其道的原因。 因此， 必
须严守执业门槛， 让假证无处
遁形 。 换言之 ， 治理假证乱
象， 不但要从打击制假源头抓
起 ， 还要从防范体制漏洞做
起。 首先， 应建立和完善注册
登记制度 ， 在办理初始注册
时， 应严把准入关， 将人事档
案存档证明 ， 并作为必要条
件， 堵住使用假证的漏洞。 同
时， 通过执业信息网的信用档
案， 建立执业师信用档案及不
良行为记录， 加大对执业师监
管力度。特别是，认真执行现有
的法律法规， 抓紧制定配套措
施，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执业
监管制度及市场清除制度、公
平交易保障制度 、 惩戒制度
等， 完善执法监督体系， 使依
法管理具有可操作性， 确保执
业管理有序运行。 □张西流

“春风行动”进车厢值得推广

APP广告“乱跳转”

工会法律服务让劳动关系更和谐

戴先任： 春节期间购买礼品
走亲访友是我国传统习俗， 然而
在农村一些地区， 部分商家仿冒
名牌、 生产销售山寨礼品和 “三
无” 产品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仅
扰乱市场秩序 、 损害消费者权
益。 对于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乱
象 ， 不能只有短时间的专项治
理， 而需要能进行长效治理， 要
形成常态化 、 长效化的治理机
制 ， 建立覆盖生产 、 运输 、 仓
储、 销售等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严守执业门槛
让假证无处遁形

鹰远：近年来，节约粮食、倡
导光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不过，
有媒体记者春节前后在上海 、广
东等多地调查发现，在婚宴、商务
宴请、 豪华酒店中，“舌尖上的浪
费”仍然时有发生。其中，婚宴、自
助餐是浪费的“重灾区”，西点、冷
菜等类型食物浪费率较高。 遏制
“舌尖上的浪费” 应持之以恒，每
个人、每个家庭、每家餐馆都要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切实培养
节约习惯，与浪费陋习告别。

1月30日， 铁路上海客运段
列车乘务人员在阜阳开往上海的
G7445次列车上向感兴趣的乘客
介绍长三角务工招聘信息。 （2
月1日 《劳动午报》）

据报道， 针对长三角地区节
后务工流特点， 近日， 铁路上海
客运段在阜阳开往上海的G7445
次列车上开展就业服务 “春风行
动”， 为进城务工旅客提供上海、
苏州、 杭州等长三角地区就业信
息 ， 帮助他们提前了解用工信
息， 促成企业和务工人员 “双向
奔赴”。

春节复工后， 一方面， 许多
企业为缺少劳动力而发愁； 另一
方面， 大批农民工又为缺少用工
的信息， 不能及时找到工作而烦
恼。 如何有效地畅通劳动力供需
之间的渠道， 笔者以为， 铁路上
海客运段在列车上开展就业服务
“春风行动”， 值得点赞和推广。
首先， 列车上旅客人流量大， 辐
射面广， 可以将企业用工的信息
传播到五湖四海， 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作用； 其二， 帮助列车上的
进城务工人员第一时间了解到企
业的用工信息， 既减少了他们为

寻找工作所花的时间和精力， 又
能 “点对点” 地选择合适自己的
工作岗位， 助力农民工就业； 其

三， 及时缓解了春节复工后企业
的劳动力矛盾， 为企业排了忧 ，
解了难。 □费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