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签订正式合同
——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足额存入劳动
保障主管部门在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
账户——持银行凭证向建设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

施工企业按施工合同总价款的
2.5%作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建设单位按施工合同总价款的

2.5%作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建筑工程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以

下，必须一次存入；
3000万元以上的，建设单位和施工

企业各方首次存入75万元，在工程进行
中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并经劳动保障主
管部门处理的，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应
一次补足剩余的保证金。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程序

本版制图 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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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欠薪 何时跳出“年终讨”怪圈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洪宝光

每到年末岁尾时，“农民工讨薪”便成为热词，仿佛一年一度的“节令事”。尽管相关部门和媒体强力介入，追欠
薪可谓声声疾步步紧，但因欠薪产生的纠纷依然层出不穷。

农民工讨薪为何难？年底集中讨薪何时不再重演？能否依法依规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

数说
追欠

立案303宗 比2013年增加49宗 增长 19.29%
追回工资 1.941亿元 比2013年增加9504万元 增长95.9%
涉及 7687名务工人员 比2013年增加3699人 增长92.75%

2014年我省
清欠工资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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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份开始，从重庆市垫江县来海南
打工的余登朝和100多名工人汇聚在海口一处
建筑工地旁的公路上，只为“讨薪”。

“我们也不想这样，多次和项目相关负责
人进行交涉，但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余登朝说。

2014年初，余登朝和几个老乡一起来到海
口一处建筑工地从事木工，到发工资时间，老板
说出各种理由目的只有一个：拖欠。

接到工人的讨薪求助电话后，海南省劳动
保障监察总队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位于海口市
丘海大道延长线的工地了解情况。经调查发
现，此工地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木工班、钢筋
班、混凝土班等多个班组共196人没能拿到工
钱，经过细算，发现共拖欠工人工资高达 500
万元。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立即立案，对工程
项目负责人进行了问询，并要求公司尽快将工
资发放给工人。

经过多方努力，余登朝等196名工人被拖欠
的500万元工资全部结清。

“感谢社会各界和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大
力支持，否则工钱不知要拖欠到什么时候。”余登
朝拿到2万多元工钱后，激动地告诉记者。

1月5日下午，在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办公
室里，洪明理等6名农民工正在填写投诉材料。
洪明理告诉记者，从2014年7月28日开始，他们
共有20名工人在海口一个房地产项目从事涂料
工作，总工资额为24万元。此前已领到16万元，
被拖欠8万元，老板一直拒绝支付。

前一段时间，外来务工人员李志强等114
人向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投诉，浙江省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承建“琼珠海岸生态度假村
美锦熙海”工程中，拖欠他们200多万元的工
资。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立即立案查处。经
调解，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了李志强
等11人工资147万元，尚拖欠工资余款64万
元，还在处理当中。

老家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
外来农民工黄学奇这段时间非常烦恼。随着春
节临近，黄学奇和工友们谋划着早日回家过年，
但干活一年拿不到工钱，有家难回。

去年，黄学奇和工友们在海口市长滨四路
某工地工作，快到年底时共有56名工人被拖
欠工资 240万元。黄学奇等人投诉到省劳动
保障监察总队。

好在这个工地缴纳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去年12月25日，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给中

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发出先
行划支拖欠工资通知书，计划从该公司缴纳的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中划出一笔钱作为工人工资。

据王维新介绍，他们在日常调查中发现，很
多工程是层层转包，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目前建筑行业中，一些有关系的人从建设单位
手中拿到工程，转手给包工头，包工头再把活分
给农民工做，这样层层转包。而且中间转手的
大多是“皮包公司”，他们靠转包牟取暴利，有的
发包方与下面的转包人互不见面，发包方给转
包人的工程款一到，转包人就溜走，造成最基础
层面的农民工干完活后没有工资拿。有的发包
方在工程已经或快完工的情况下，仍然不给钱，
恶意拖欠工程款，造成承包方无力支付民工工
资。欠薪多了，还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仅
2014年，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就妥善处理48起
群体性突发事件，比2013年增加18起，增加了
60%，为4541名劳动者维护了权益，比2013年
增加3377名，增长290.12%。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副
处长潘正锋告诉记者，建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
行业，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作人员少的近百人，
多的有上千名工人，而且人员流动性比较大，
所以容易出现薪资纠纷。

潘正锋分析道，从近几年欠薪情况来看，
欠薪情况主要集中在社会投资的建筑工地，而
像政府投资的水利、交通、市政等方面建设就
很少出现。至于为什么社会投资的建筑工地
容易出现欠薪情况，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譬如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施工方和建设方因地位不
对等出现纠纷等。此外，海南的建筑市场相对
比较开放，很多建设项目由外省或国内大型建
设单位承建，海南主管部门缺乏对这些企业的
有效管理手段，这些导致了建筑行业欠薪现象
一时难以杜绝。

“我省欠薪现象重点发生在建筑行业，几乎占欠薪总额的95%以上。”省劳
动保障监察总队副队长王维新对此忧心忡忡

建筑行业成欠薪重灾区

讨薪为何集中在年底？
年年清欠年年欠。每年年关将至，就是欠薪清欠时，这几乎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律

3

在海口一工地，多位农民工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拿到工钱。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

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总队长余干珠认为，
年底欠薪的情况比较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是中央要求不让农民工欠薪过节，有了大
政策之后，农民工会有意识地在年底前集中到
相关部门投诉，拖欠工资的情况很容易凸显出
来，才导致春节前欠薪现象比较多。另一方面
是目前建筑行业管理比较混乱，多个项目都是
在春节前才结算工资，因而容易造成工资拖欠。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春节临近，来自
岛外的农民工酝酿着回家过年，此时才意识到
拖欠的工资比较多，很多务工人员希望这时从
包工头或项目方手里结算工资。而一些包工
头为了留住工人，担心来年没人返回干活，往往
会恶意扣押工人的部分工资，从而导致出现拖
欠农民工工资现象。

而对于为何集中在年底讨薪，农民工余
登朝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他告诉记者，他
们平时都忙着干活，大多认为老板不会欠
薪。加上对政策不了解，也不知道及时到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去投诉，后来被欠的钱多了，
大家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外，干活
的时候一般不会因为老板拖欠一两个月的工
资与老板闹翻，那样的话被老板辞退了，再找
活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每个工地
都能执行每个月发工资的制度，老板就很难
拖欠工资了。”余登朝说。

潘正锋表示，一些施工方由于被建设方
拖欠工程款，往往会有意在年底前鼓动工人
集中讨薪向建设方施压，这样人为导致了年
底讨薪问题更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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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严格施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早已引起省政府和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对症下药制定了专门举措，从
源头上治理和预防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
但由于建筑行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等原因，导致
好政策无法落到实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频发。

一年多前，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解决
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
要求凡在我省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
位及施工企业必须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而早在2004年，我省就下发了《关于建立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
省建设领域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凡在海
南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及施工企
业必须缴纳合同总价款的2.5%作为工资保证金。

根据要求，建设单位及施工企业在申领施工
许可证前，必须对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问题作出
承诺：一旦出现拖欠工资或拖欠工程款导致施工
企业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经核实后，可
由劳动保障主管部门从工资保证金中先予划支。

然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多起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投诉案件中，建设方和施工方都没有缴纳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或者没有足额缴纳，导致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没有资金划拨给务工人员。

“拖欠工资的大多是三无工地，施工方没有缴
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监察
二科负责人陈家宁介绍，有的市县为了拉项目，喜
欢先上车后买票，先把项目建设起来后，再完善手
续，这就给拖欠工资留下了隐患。

B 推广工资每月发放制度

在劳动监察部门工作多年来，余干珠发现，在
我省除了建筑领域有农民工外，宾馆、饭店、商店
等领域都有大量农民工在工作，但这些行业很少
出现欠薪情况。

“主要原因是宾馆、酒店都实行了每月发工资
制度。”余干珠说，我省建筑行业多个项目都不执
行每个月发工资制度，往往是将项目建设到一定

程度之后再发放工资，这就给拖欠工资留下隐患。
据了解，从2013年起我省开始推行月工资结

算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开展得不是
很理想。

C 依法追究企业欠薪行为

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对于建筑企业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现象，省住建部门一方面将全力配合
劳动监察部门的清理欠薪工作；另一方面将主动
出击，本着谁欠款，谁偿还；谁承包，谁负责的原
则，加大对拖欠工人工资的建筑企业监督力度。

据悉，对于那些恶意欠薪的建筑企业，住建部
门将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
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采取限期不准这类
企业参加招投标，重新核定企业资质等行政管理
措施，加大不良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住建部门
还将对特意欠薪建筑企业进行曝光，将不良行为
上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发布平台。

同时，住建部门将引导企业对劳务人员实行
实名制管理，对施工现场劳务人员身份信息、劳动
合同、工资发放、持证上岗等进行规范管理，加快
构建信息共享的全国统一信息管理系统。

据了解，省住建部门1月份将会对三亚等一
些市县的建筑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对建筑行业存
在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海南省经和纬律师事务所律师邓锐则认为，
对于拖欠工资行为，完全可以按照《刑法修正案
八》的相关规定，追究欠薪老板的刑事责任。根据
《刑法修正案八》，“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
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邓锐认为，在合同法、劳动法甚至刑法的保护
下，欠薪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有有法不依的问题，
也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要建立解决欠
薪问题的长效机制，就应该尊重法律，加大对欠薪
的法律打击力度。 （本报海口1月6日讯）

“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投诉，天天都有
案件需要处理，因人手不够，经常加班加
点才行。”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监察一科
科长吴定文说，这一段时间有关拖欠工
资的投诉越来越多，他们眼下只能先将
资料收集完整后再处理

年底成欠薪投诉高发期
严格施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推广建设领域工资月发制度，依法惩处恶意欠

薪或是根治方法

三步跳出“年年欠薪年年讨”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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