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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道歉为何事？

事情要从 2 月 3 日说起，以
游军为首的5名农民工急匆匆地
来到福安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他 说 几 个 人 工 资 共 被 拖 欠
106500元，拖欠他们工资的是福
安青拓科技冷轧有限公司厂房
安装工程项目。

年关将至，农民工都急着拿
血汗钱过年。因此，大队监察员
热情地接待游军等人，又耐心详
细地了解相关欠薪情况，尽快帮
助处理欠薪问题，让他们拿回工
资好好过年。

据游军说，这个项目是福安
合青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包给彭
松个人，他们几个人由彭松叫来
到这个项目做工，做工过程中他
们领到部分工资，但还有被拖
欠。游军一边说一边当场向监
察员提供了相关的工程安装施
工合同、包工头彭松签字确认的
工资欠条、班组的工资明细表、
考勤表等证据材料。从他们说
的以及提供的这些材料来看，这
确实是一起欠薪案件。

去伪存真 抽丝剥茧

监察员们赶紧行动，先与福
安合青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法人
张小平和项目负责人李峰联系，
核实游军等农民工投诉的事实
真相。同时，通知欠薪事件重要
人彭松到大队，了解具体来龙去
脉，以便更快处理欠薪事情。

彭松接到电话后，当日下午
便赶到大队。面对监察员询问，
他很轻松地承认自己拖欠游军
等人106500元工资，并强调自己
包这个工程亏了，现在没有钱付
这几名农民工工资。

监察人员对福安合青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公司确
认是将这个项目包给彭松，同时
已按合同规定全额支付工程款。

公司表示，他们支付工程款
时，也要求承包人提供农民工工
资表等。据公司了解，在这个项
目做工的农民工工资都已支付，
并未有欠薪，而且公司工资表和
考勤表上找不到游军等五人名
字。

是不是游军等人冒充欠薪
农民工来向公司要工程尾款

呢？近年来，一些包工头或班组
长常以这样手法，组织手下农民
工以欠薪之名投诉，达到拿到工
程尾款的目的。

监察员又认真地询问游军
等前来投诉的农民工，并宣传有
关法律法规，游军等人慑于法律
威力，最终承认自己不是彭松手
下工人，也没有在彭松工地干
活，未有被拖欠工资。他们之所
以前来投诉，是被自己开吊车的
老板所逼迫，递交来的工资表上
的签字也是被迫签下。监察人
员对游军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为何冒充农民工“讨薪”？

经过监察员刨根询问，案情
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彭松承包了工程，因管
理不善亏本，他欠吊车设备租赁
费用 106500元无钱归还。吊车
老板多次讨债，且又追得紧，无
奈之下，彭松想出了这么一个歪
主意，叫吊车老板手下的工人冒
充自己手下农民工，前去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投诉欠薪，以此向福
安合青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讨要
吊车租赁费用。吊车老板为拿
到钱，竟与彭松一拍即合，逼迫
手下工人游军等人制作工资欠
条、工资明细表、考勤表等假证
据材料，假冒农民工之名前来

“讨薪”。
2月 4日上午 9点，彭松认识

到错误严重，来到监察大队承认
自己违法行为，同时写下检讨
书，保证今后遵守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鉴于彭松认错误态度良
好，福安市劳动保障大队监察员
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农民工工资问题是社会关
注的热点，在劳动监察过程中，
既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也要防止他人冒充农民工身份
获得特殊保护，从而损害民营企
业的合法权益。”福安市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民工工资受特殊保护，体现了国
家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若被
非法利用，就有可能成为虚假诉
讼的易发多发领域，下一步将加
大监督力度，进一步净化建设工
程领域生产经营秩序，保障弱势
群体保护政策和法律规定落到
实处。 （通讯员 龚迪树）

本报讯 2 月 19 日，6 辆挂着红色横幅
的大巴车，缓缓驶进宁德北高速口，这是

“云南—宁德”的首批用工专车，来自楚雄
州的 210 名务工人员，将分赴宁德时代、上
汽、鼎盛等宁德市四大主导产业企业（如
上图）。

“之前我都在云南省内打工，这次听

说宁德是沿海城市，企业福利待遇也很

高，所以我非常愿意过来。”务工人员经晓
平说道。

“我去过上海、厦门打工，第一次来到
宁德，觉得这里很漂亮，我想多赚点钱，给

家里孩子念书。”务工人员杨家菊说。
首批“云南—宁德”用工专车上，210

名通过企业面试、体检合格和核酸检测阴

性的务工人员，当天由宁德市、东侨人社
部门配合企业“点对点”把员工接到厂区。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闽滇两省劳务
协作关系，帮助解决宁德市 2021 年开春四
大主导产业企业订单暴增带来的用工问
题，春节前，宁德市人社局与云南省楚雄
州人社局，福鼎、霞浦、东侨人社局与云南
省部分县（市、区）人社局，宁德市部分重
点企业与云南省人社相关部门分别签订

了劳务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劳务协作关
系。

继首批“云南—宁德”用工专车抵达后，
未来几天，还将有来自昆明、大理的 104 名
务工人员陆续来到宁德，前往时代一汽等企
业。“希望企业安排好、用好、留住首批来自
云南的集体务工人员，让他们带动更多的老
乡来宁德务工。”宁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
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相
关文件要求，宁德对已有工作岗位和新
确定工作岗位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开
展输出集中地和用工企业“点对点”专车
运输服务，保障成规模、成批次的农民工
安全有序返岗复工。宁德市人社局、财
政局此前已下发通知，企业采取“点对
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方式，接回企业员
工的，给予企业包车一次性劳务补助。
补助标准为，由企业包车接回的，按实际
发生费用，分别给予企业赴省外、省内其
他地区每趟不高于 5000 元、2000 元的一
次性劳务补助。1 辆车“点对点”运输返
还 1 次按 1 趟计算。

（通讯员 陆环）

缓解开春企业用工难缓解开春企业用工难

首批用工专车抵达宁德首批用工专车抵达宁德

本报讯 今年春节，福州长乐区出台
干货满满的“惠企大礼包”，涵盖扶引龙
头、稳产留工、补贴培训等具体举措，并
走访上百家企业，送优惠政策上门。在
一项项货真价实的措施激励下，长乐区
重点企业九成以上员工就地过年，确保
不停工不停产。

企业：补贴奖励助生产

“企业要保持生产，还要让就地过年员
工过个好年，是个不小的挑战。”春节期间
稳产留工，企业也有顾虑。

为让企业主吃上“定心丸”，“惠企大礼
包”给出最实在的用电奖励，对符合省、市
2021年一季度增产增效用电奖励政策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在省、市奖励基础上，长
乐区财政按市级奖励的 50%予以配套奖
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5万元。

企业开工有奖励，企业用工有补贴。2
月 1日至 3月 31日，各类用工调剂平台、各
类人力资源机构为春节期间连续生产的重
点企业引进新员工，且稳定就业 1 个月不
满 3 个月的，按每人 500 元标准予以补助；
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按每人 1000 元标
准予以补助。单家企业补助资金上限为 30
万元。

打包好的“惠企大礼包”怎么领取？
在做实做细惠企政策兑现落地上，长乐
区春节前还发放了惠企政策新春汇编，
每一项政策的办理部门、联系人及联系
电话在汇编中一目了然，让企业一眼就
能找得到人。

政府送上“惠企大礼包”，企业也积极
响应。恒申集团结合实际情况，决定对
2021 年春节期间在岗人员予以补贴，并开
放体育场馆、电影院、健身房等全部公共设

施，今年春节该企业九成外地员工选择就
地过年。

员工：过年学艺两不误

员工留下来了，怎么过个幸福年？除
了让企业留工促生产，长乐区还动员各方
力量保障留航员工过个好年。

在江田镇，党员志愿者与力恒锦纶公
司联合开展活动，邀请就地过年职工进行

“花艺解压沙龙”，送温暖以缓解员工不停
工不停产的压力。

在文岭镇，前董村党总支部和福建博
那德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开展

“村企”党建共建党日活动，协助企业策划
春节期间留航外来务工人员党日活动，丰
富留岗员工的假期生活。

“我们的节日·春节联欢会”、陈荣华
书法作品展、迎世遗“漆彩生活”漆器展

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也让留下来的员工有
得玩、有得看。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学艺
正当时。春节前，一场由区人社局、劳动就
业中心主办的新型学徒制磨工铣工培训班
在长乐华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开班授课。40
名就地过年员工参加培训。

“惠企大礼包”鼓励企业在春节期间开
展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采取灵活多样
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和线下实操相结合方
式，对取得证书的员工发放相应培训补贴；
按照“企校双制，工学一体”模式，开展新型
学徒制培训合格的，也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长乐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已为 263人发放培训补贴 23.12万元，
并引导永荣锦江、东龙针织等 60 多家重点
企业申报并开展补贴性培训。

（通讯员 陈明晃）

开工有奖励 用工有补贴

长乐重点企业九成以上员工在航过年

本报讯 春节假期，为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降低返乡潮带来的
疫情交叉感染和传播风险，泉州南安市出
台《鼓励非泉州籍企业职工“留在南安过
大年”的若干措施》，推出一系列关心关爱
举措，鼓励非泉州籍企业职工就地过年。

来自湖北的郭金丝是阳光中科（福
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测试机工序
长，这是她和丈夫来南安工作后的第二个
春节。在南安市发出“留在南安过大年”
的若干措施后，郭金丝所在的阳光中科迅
速制定了春节正常上班的福利政策，郭金
丝夫妻俩和留在老家的父母商量后，决定
响应号召，留在南安过年。

郭金丝算了一笔账，根据公司通知，如
果春节留在厂里上班，除正常支付基本工资
及 1.5 倍加班工资以外，2 月 10 日至 16 日，
她每日还可以得到 500 元补贴。“除夕还可
以收到 100元春节红包，这样整个春节光我
一个人就能收入9000元左右。”郭金丝说。

无法和在老家的亲人团圆，郭金丝心
里满是惦念。但她表示，公司推出人性化

的“带薪探亲假”福利，春节期间，每加班
一天，就享有 8 小时带薪探亲假。这个春
节，她可以累积 56 个小时带薪探亲假，
2021 年度内都可以申请调休，还可以全额
报销返乡回厂的来回车票。多赚钱的同
时，还能争取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在南安，像这样用心留人的企业不在
少数，九牧集团、鹏翔实业、固美金属、闽
发铝业等南安企业纷纷响应，迅速出台公
司政策和倡议，鼓励外来职工“留在南安
过大年”，春节期间企业不停产。

阳光中科人事行政负责人魏晓燕透
露，该公司现有员工近 500 人，今年 1 月初
摸底时大概只有十几名员工表示春节期
间会留厂。为响应政府防控疫情号召，再
加 上 今 年 订 单 充 足 ，公 司 特 别 制 定 了
《2021 年春节正常上班及福利发放通知》，
并准备 300 万元“幸福礼包”来奖励留厂员
工，最后全公司选择春节期间留厂员工有
400 人左右，其中省外员工 209 人，选择留
南安过年的就有 174 人。“我们也算了一笔
账，南安市政府出台的这些政策，差不多

能为我们补贴近 100万元。”魏晓燕说。
企业的暖心举措，离不开政策的支

持。南安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安
市鼓励规上企业不停工、稳生产，对 2021
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企业，给予一
次性稳就业奖补，鼓励企业为节日期间不
停工职工发放配套奖补资金；做好重点企
业用工保障，谋划来年企业用工保障服
务，发挥南安市企业人力资源共享平台作
用，滚动发布用工岗位需求，为留南安的
外来务工人员和有用工需求的企业牵线
搭桥。

此外，南安市人社局开展“迎新春 稳
岗留工送培训”专项行动，以培训促稳岗，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开展的职业技
能培训，培训补贴提高至原标准的两倍。

该负责人表示，春节后，南安市将加
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督促企业认真执行职工工资支付和
休假的政策法规，及时化解劳资纠纷，保
障职工合法权益。

（通讯员 罗丹 侯坤祥）

南安：政企合力出暖政 外来职工喜过年

本报讯 记者从此前召开的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获
悉，“十三五”期间，全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各项
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就业是民生之本。五年来，我
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制定实施一
系列具有福建特色的积极就业政
策，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 300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01万人，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好于预期。我省

“1234”稳就业工作法受到国务院办
公厅通报表扬。

社保是民生之基。五年来，我
省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至 2020
年底，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1200.57
万人、1588.16 万人、664.41 万人、
936.85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5.53%，高于90%的预期目标。稳步
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连续5年同
步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养
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定
基础养老金比国家标准高出 37元。
建立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工伤
职工待遇大幅度提高。

人才是第一资源。五年来，全

省共引进ABC类人才 3511名，工科
青年人才9854名。高素质人才队伍
建设持续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至“十三五”末，全省
专业技术人才达282万人，其中高级
专业技术人才 28万人；技能人才达
651.79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
113.83万人。

和谐劳动关系是民生之盾。我
省首创劳动关系风险防控机制，6个
工业园区、40家企业被评为全国劳
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与和谐企业。
建立健全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
长效机制，“无欠薪项目部”覆盖所
有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省市县仲裁
院建院全部建立，调解仲裁“六统
一”跃居全国前列，全省大中型企业
劳动争议、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
解 组 织 组 建 率 分 别 达 86.96% 、
89.22%。

脱贫攻坚是重大政治任务。至
“十三五”末，全省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15.21万人，就业
率 100%；公益性岗位安置 13334人，
组织输入宁夏籍贫困劳动力 3757
人。全省 72.07 万贫困人员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应发尽
发、应代缴尽代缴。 （本报记者）

福建人社亮出五年民生“成绩单”

根治欠薪进行时

假冒农民工讨薪现形记

2 月 4 日 9 点，一位名叫彭松的人心情沉重地
来到福安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他不是来投诉欠
薪，也不是代表被投诉用人单位处理欠薪，而是前
来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

企业员工加班忙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