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 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六垭
村党支部原书记任某以该村无房五保户、残
疾人粟某某名义， 骗取D级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1.35万元 ，用于自己建房 。2015年 ，在粟某
某追索下 ， 任某将1.35万元退给粟某某 。其
间， 为掩盖粟某某未建房或买房而违规享受
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 任某又编造了虚假
购房合同。 最终， 任某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身为村党支部书记，不为困难群众解难，
只为一己谋私，结果是弄巧成拙，自取其辱，
实不可取。 画/朱慧卿 文/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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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祝颐

为确保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从12月1日起到2018
年春节前， 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
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为重点，在全国组织开展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农民工按时获取合理劳动报酬是法律赋予
的权利。 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原本不应该成为问
题。多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职能部门必须严
格依法依规办事，一旦出现工资拖欠，由职能部
门启动保障金，发放农民工工资。然而，在欠薪
人人喊打的当下， 一些劳动密集型领域农民工
工资依然被拖欠，有时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极
端事件，说明法律法规未被用人单位严格遵守，
法律执行力疲软。

劳资双方权利、 地位不对称是农民工工资
被拖欠的重要原因。在现实劳资关系中，由于农
民工话语权缺失， 有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人单
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按照“谁主张，谁举证”
的原则，农民工讨薪经常会遇到证据收集难、维
权效率不高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欠薪的问题上， 执行力不
够，尚未对欠薪企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导致政
策措施难以有效执行。

总之， 欠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社会信用机
制缺失、法律法规不完善、执行力不够、农民工
维权渠道不畅通。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预
防机制十分必要。比如，企业不交足工资保证金
不许开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办法，由用人单
位负责举证， 企业拿不出工资发放证据视为欠
薪，依法进行处罚，加大欠薪者的违规风险与欠

薪成本；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由工会与用人
单位签订集体劳动合同， 与用人单位展开关于
工作时间、工作待遇、工资结算方式等问题的谈
判，从源头堵住欠薪漏洞。

恶意欠薪已被列入刑法的范畴， 职能部门
要让法律制度通上高压电。一方面要主动出击，
到一线查处欠薪用人单位与无良老板； 另一方
面要认真受理举报，谁触及欠薪高压线，就严格
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如果有人拒不支付农民工
工资， 职能部门要帮助农民工以恶意欠薪罪提
起法律诉讼，让欠薪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阳明

“这一早上要接待13个检查团，只好
让乡里干部全部上阵。”频繁的检查评比
让某乡党委书记倍感压力。 最近，《人民
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临近年终，过
多工作检查考核不仅加重了基层负担，
还催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检查考核本是了解工作情况、 监督
工作落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对于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
谐等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但过犹不及。
时下正值岁末年终， 基层单位的各项工
作正处于冲刺和“收官”阶段，各项检查、
督办、巡视、考核接踵而至，既有上级对
下级的，又有行业系统的评比检查；既有
对整体工作的综合评比， 又有对某项工
作的单项评比， 名目繁多的考核检查难
免让基层应接不暇。 一些地方在检查考
评时，实行“单兵作战”,几个甚至十几个
部门轮番到基层检查考评， 往往是这个
检查组未走，另一个检查组又来了，走马
灯似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检查使基
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不得不用在了迎接

检查上面 ，少数部门 、单位为了在评比
检查中顺利过关，往往会在接待和汇报
中上做文章、做手脚。这样的检查，看到
的和听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的、 虚假的、
包装的 、加工的东西 ，不但有违检查工
作的初衷 ，而且加重了基层负担 ，助长
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减少年终不必要的检查， 就要实
行 “计划生育 ”，给年终检查颁发 “准生
证”，对检查考核评比内容进行“合并同
类项”，将过去一单位、一检查、一考核的
“单兵作战”方式改变成多家联合、部门
配合的“集团化”检查考核，缩小检查组
阵容，减少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消耗，抑
制“今天你去有借口，明天我来有理由，
后天他到也必要”的轮番检查。

同时， 要力戒提前打招呼的 “预约
式 ”检查 ，多一些 “突然袭击 ”，客观 、全
面 、 准确地了解被检查单位的真实情
况。如此，才能杜绝检查“超生”，让被检
查单位“轻装上阵”，无需煞费苦心地做
接待检查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而更有
利于平时实实在在工作，真心实意为群
众办事，真正达到检查的目的。

徐建辉

今年12月20日起， 年满12周岁的自
然人 ，通过12306网站 （含手机APP）、车
站专门窗口等铁路部门提供的渠道，在
主动申请并完成身份认证后， 可以成为
“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铁路常旅客会
员购买车票将获得相应乘车积分， 积分
按照其所购车票票价进行累计。 积分首
次达到10000分以上，即获得积分兑换资
格， 可用于兑换铁路部门指定车次的列
车车票。

近年来， 铁路管理经营体制不断改
革。从此前的铁道部到铁路总公司，再到
铁路局变身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改变的当
然绝不仅仅是称谓， 而是一种由内至外、
脱胎换骨式的蜕变。此次推出的“铁路畅
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就是要进一步优化
铁路客运服务有效供给，为广大旅客乘坐
火车出行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的普惠服
务，是改善旅客出行体验的重要措施。

会员和消费积分制在商业领域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 实行会员和积分制，
对商家和消费者双方都是一种利好。它
有利于商家进一步做好精细化、个性化
服务，增强用户黏性和品牌忠诚度及自
身竞争力 ，刺激潜在消费 ，让客户在产
生一种消费归宿感的同时，也能享受到
实惠 ，以此最大程度保住老顾客 、吸引
回头客并招徕更多新客户的加入。

铁路总公司此次在全路网推出 “铁
路畅行 ”常旅客会员服务 ，实行铁路会
员和消费积分制 ，是顺应时势 、民意和
市场的创新之举，堪称铁路深化改革的
一次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说明曾经的
“铁老大”的身段放低了，对市场反应更
灵敏 ，对旅客服务更重视了 ，因此确实
值得点赞 。这更进一步说明 ，任何产业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 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改进服务，提高市场竞争力，有效增
强大众的获得感，企业和消费者将能实
现双赢。

杨玉龙

近年来，带有“别再吃了”“别再喝了”“别再
用了”等字样的“关怀式”谣言在微博、微信中频
繁出现。据了解，仅去年以来，微信辟谣工具就
已对超过100万条谣言进行辟谣。

谣言披上“关怀”的马甲，其危害不小。一则
看似是好心实则是害人；二则不明真相者的盲从
盲信也会让“好心”的扩散力更强；三则一旦有人
沉溺于“关怀式”谣言之中，尤其是医药类的，往往

会带来财产损失，或者贻误疾病的诊治；四则这
样的谣言也干扰损伤相关行业运行。据悉，仅微
信安全中心从2015年开始，就发布了几十期当时
的“十大谣言”，其中“关怀式”谣言占有很大比例，
例如，2016年及今年上半年两次发布的十大谣言
里，食品安全、养生急救、儿童安全等提醒类谣言
均超过半数。而且，有些谣言还呈现出季节性“复
发”，给公众的认知带来混乱，甚至已经扰乱了社
会秩序。

考量制作传播“关怀式”谣言者的目的，有

的欲借此打击商业对手， 有的是诱导用户泄露
个人信息，有的是诱导用户打吸费电话，等等。
其核心是谣言的制作者“有利可图”，而一些无
辜的群众，成为了这些谣言制作者的“枪手”，或
给人家吸粉，或给人家增流量等等。

谣言止于智者，更应止于“治者”。因此，相关部
门、单位需要及时回应、公示，提高信息透明度，降
低模糊性，让公众了解并远离这些谣言危害。其次，
对于个人而言，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谣
言的“传播者”。因此，每日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应
加以辨别、核实，对不确定的信息应谨慎转发。对于
新社交媒体而言，也应加强技术防范，比如，“微信
辟谣助手”小程序，就是值得推广的措施。

治理欠薪不能止于年终算总账

不能纵容“关怀式”谣言害人

年终检查防“超生”

铁路乘车积分制
是创新也是双赢

新闻漫画

骗取补助
弄巧成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