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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莎 ）企业工资将不再由 “老板 ”一方
说了算 ，而是由 “老板 ”和 “工人 ”双方
共同协商确定。 今天上午，备受关注的
《湖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草
案·一审修改稿）》 提请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分组审议。 常委会
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认为， 立法应当在
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企业发
展。 大家认为条例草案一审修改稿修
改得到位， 并就如何加强可操作性提
出了具体意见。

协商内容关切职工权益
工资集体协商， 具体协商的内容

包括哪些？ 根据条例草案一审修改稿，
包括工资分配制度， 职工年度平均工
资水平及其调整幅度， 本企业最低工
资标准 、工资支付办法 、支付时间 ，奖
金、津贴、补贴等分配办法，计时工资、
计件单价、劳动定额标准，以及加班工
资标准、工资集体协议的有效期限等。

条例草案一审修改稿将协商的基
础确定为4个方面：一是本企业的人工
成本水平， 二是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和
经济效益， 三是上年度本企业职工工
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四是本
企业长远发展的需求。 审议认为，这意

味着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并不等于
只能“涨工资”。 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
况下，主要协商涨工资；在企业发生亏
损的时候， 可以协商不涨工资甚至降
工资，动员职工与企业共度难关。

一线岗位职工代表比例
不低于50%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由谁来协商？
条例草案一审修改稿规定： 职工方首
席代表可以由企业工会主席担任 ，也
可以在本方协商代表中推举产生。 职
工方协商代表中一线岗位职工的代表
比例不得低于５０%，女职工人数达到企
业总人数１０%以上的，职工方协商代表
中应当有女代表。

审议中，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此提
出了不同意见。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
提出， 由于许多企业的工会主席同时
也担任行政职务，属于企业管理人员，
因此不宜担任职工方首席代表。

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中， 工会应
当发挥什么作用？ 条例草案一审修改
稿中规定：职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应
当在工会组织、指导下进行，工会可以
组织向企业方提出工资集体协商要
约。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通常职工方
在劳资关系中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因

此工会应当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发挥重
要的组织、指导作用。 在工会组织、指
导下，也能更有序、有效地开展工资集
体协商。

职工方提出协商要求，
企业方不得拒绝

条例草案一审修改稿删除了草案
中关于 “企业应当依法开展工资集体
协商 ”的强制性规定 ，改为 “企业职工
方按照本条例的程序提出工资集体协
商的，企业应当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
同时设置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启动程
序， 规定职工方和企业方均可提出工
资集体协商要约，受要约方不得拒绝。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关于条例草
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称， 删除强制性
规定，是因为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来看，
已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所占比例
较小， 如果强制规定每个企业都应当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不开展就违法，涉
及面太大， 反而会影响到劳资关系的
和谐发展。 因此工资集体协商，地方立
法以积极引导为主，不做强制要求。

协商不成可以申请调解
如果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怎么

办？ 条例草案一审修改稿规定：协商双

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双方均可以以
书面形式， 向上级工会或者企业联合
会、 工商业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申
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再向有管辖
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申
请调解。 协商双方也可以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
申请调解。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关于条例草
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称， 由于协商双
方强调自愿， 现行法律未授权行政机
关、 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对工资集体
协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行使裁量权 ，
解决协商争议的主要途径是调解。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莎 ）今天下午 ，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分组审
议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推进法治湖南建设的决
议（草案）》。

决议草案共分9个部分，包括
建设法治湖南的重大意义； 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 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充分发
挥人大职能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切实促
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推进社会
治理方式法治化； 强化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 确保权力规范

行使；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
力弘扬法治精神； 贯彻落实好本
决定的要求。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认
为， 决议草案将省委的重大决策
部署通过法定程序， 成为全省人
民的共同意志， 这既是1998年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依法治省决
议的深化和发展， 也是根据新形
势、 新任务的需要而采取的新措
施，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动员
全省人民积极投身法治湖南建设
的伟大实践， 努力完成好法治湖
南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 因此，这
项决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
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莎）被称为“中国最美小
城”之一的凤凰古城，正日益受到
中外游客的青睐。为使古城保护有
法可依，今天上午，《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报请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批准。

为便于对凤凰历史文化名城的
保护，《条例》 确定了保护范围：“凤
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凤凰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确定的凤凰
古城、黄丝桥古城、南方长城（湘西
边墙）以及其他应当保护的地带。 ”

《条例》同时规定在核心保护
区范围内，除经过审批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任何
新建、扩建活动。 同时对建筑物的
高度等作出具体规定：核心保护区
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翻建，
必须采取保留外壳 、
整 修 内 部 的 保 护 措
施， 保持原有的历史
风貌。 其建筑风格、体
量、 色调必须保持明
清时期的布局风貌 ，
修旧如旧。 建筑物高
度必须控制在二层以
下， 一层建筑物檐口
高度不超过3米 ， 二
层建筑物檐口高度不
超过5.6米， 色调控制
为黑、白、灰及褐色、原
木色。

随着凤凰古城的旅游升温，古
城商业氛围日益浓厚。 为此，《条
例》规定，凤凰县政府应当控制凤
凰古城的商业过度开发。 应当重点
发展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无
污染、无公害产业，合理安排古城
内商品经营市场布局。 同时规定，
在凤凰古城内不得占道摆设摊点、
乱放杂物、乱写乱贴、运用音响设
备叫卖；禁止设置与古城历史风貌
不协调的广告、招牌。

为确保凤凰古城的宁静，《条
例》规定：凤凰古城的室外噪音严
格按照国家环境噪声标准执行 ，
白天控制在55分贝以内， 夜间控
制在45分贝以内。 需要在室外开
展的公益性活动、 群众性民族文
化活动、社区活动，组织者应当事
先向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
机构报告。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莎）今天上午，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第24次会议对报请批准的 《长沙市水
资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进
行分组审议。 “城市居民用水逐步实行
阶梯式水价”明确写入法规。

省会长沙虽然地处南方丰水地
区 ，但季节性 、水质性 、工程性缺水问
题日趋严重， 水资源供需矛盾逐渐突
出。 《条例》注重从水量保障和水质保
护两个方面， 以立法方式对有关问题
进行固化和明确， 以规范长沙市水资
源开发、 利用、 节约和保护工作， 实
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维护生态系统
平衡。

《条例》 明确禁止5类破坏水质行
为：专业养殖场 （户 ）直接排放未经处
理的禽畜粪便；在滩地和岸坡堆放、存
储、 填埋各类废弃物； 向水体倾倒废
渣、动物尸体、各类垃圾等污染物或其

他有毒有害物；使用炸药、毒药等破坏
水生态环境的方式捕杀水生动物 ；法
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条例》加强对饮用水水源的保护，
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投放粪便、饲
料、化学肥料养殖水产品，设置禽畜养
殖场， 从事采矿以及可能对水源水质
产生影响的取土、爆破等活动。

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条例》规
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污
水处理回用工程建设。 在城市绿化、冲
厕洗车、景观用水、建筑用水等领域应
当优先利用再生水资源。 农村水资源
紧缺时，必须首先保障农村生活用水，
在此基础上优先农业用水。

为利用价格杠杆等手段鼓励和促
进节约用水，《条例》 对水价政策作出
规定： 本市城市居民用水逐步实行阶
梯式水价， 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
进加价收费制度。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分组审议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决议草案

保持明清时期布局风貌

凤凰古城将立法保护

工资多少，老板和工人共同说了算
我省立法规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链接

受经济转轨、 社会转型等
各种因素的影响， 我省劳动争
议案件呈现多发状态。 据统计，
我省2008年、2009年、2010年立
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分别为
11845起 、16500起和 14660起 。
近年来， 我省积极开展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 截至2010年底，全
省共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8795
份 ，覆盖企业12966家 ，涵盖职
工184.2万人。

省会居民用水将实行阶梯式水价
《长沙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报请批准

9月24日，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刘家冲社区“幸福一瞬间”摄影比赛
终选现场，居民们正在投票评选摄影作品。他们通过欣赏、评选“幸福”图片，
感受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赵持 田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