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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从严治理拖欠农牧民工工资行为
文/首席记者 张学博

2019年春运自1月21
日开始至3月1日结束，为
期40天。为确保春运期间
旅客顺利出行，中铁呼和
浩特局集团公司包头站
（以下简称为包头站）创新
和丰富便民利民措施，积
极推进春运客运整体工
作，让旅客出行更满意。

客流平稳 秩序井然

1月21日，记者来到包
头站。车站一派繁忙景象，
售票大厅和候车室里广播
循环播放，工作人员都在岗
位上紧张地忙碌着。工作人
员小张在接受采访时说：

“春运期间包头站预计发送
旅客共95万人，日均发送
2.38万人。2月10日为春运
客流高峰日，2月25日、26日
为学生返校高峰日。”节前
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高
度重叠，客流相对集中，整
体呈逐步上升趋势。重点车
次是去往区内东部四盟市
的赤峰、通辽、乌兰浩特和
海拉尔方向，以及东北、华
北、西南等方向的列车。

文化春运 感受温馨

9时45分，在车站候车
厅，悠扬的小提琴声不绝
于耳，一曲《我和我的祖
国》响彻整个大厅。中铁呼
和浩特局集团包头站、包

头工务段、包头客运段等6
家单位共同在包头火车站
候车大厅组织开展令人耳
目一新的“快闪”活动。15
名来自铁路各个系统的职
工身穿不同制式服装，通
过演唱歌曲、乐器演奏的

形式，现场向旅客展示春
运守护者的风采，迎来旅
客阵阵喝彩。旅客秦沛对
记者说：“这些形式多样的
活动，给回家的旅程增添
了一份乐趣。”

车站东候车大厅，千
余本社会科学类、文学艺
术类、少儿类、养生保健类
等适合大众阅读的书籍整
齐排列，为出行的朋友精
心准备了一份“精神年
货”。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图书都是精心挑
选出来的，力求让广大旅
客享受到文化惠民服务，
过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春
节。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
旅客穿梭其中，津津有味
翻阅书籍。活动现场还为
旅客送福字、春联，归乡的
旅客因为这份“文化年货”
而倍感温暖。

优质服务 细节入手

为了营造更加温馨的
出行环境，落实“让旅客更
满意就是我们的服务追
求”新时代客运服务新理

念，春运期间，包头站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1月21日10
时30分，记者来到售票窗
口看到，购票功能更加明
晰，实行“售退分开”“售取
分开”，让旅客支付更方
便。售票厅、候车室、天桥、
地道、站台等处还设置应
急服务呼叫系统，旅客遇
到突发状况时，可以按铃
呼叫服务台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答疑解惑、提供帮
助。此外，该站利用短信、
微信公众号以及12306客
户端主动向旅客推送购票
通知、行程提醒，并增加列
车径路调整、编组及席位
变化等信息，为旅客提供
多途径、全方位、常态化、
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科技助力 春运变脸

21日10时整，记者在
包头站服务台看到，这里
配置了语音翻译机，兼容
30国语言转换，方便与不
同国籍的旅客交流服务。

“今年春运，我们在往年工
作经验基础上，特别注重

运用科技手段助力旅客出
行服务与安全。”包头站党
委副书记裴昭会说。站内
3D导航、周边信息查询，可
以立体纵观车站全貌，帮
助旅客轻松找到目的地；
客流预测营销分析系统，
通过系统对比去年同时期
客流走势，自动计算客流
增长倍数，预测当日客流，
对客流量动态监测，根据
客流变化调整作业组织方
案；同时还自主设计研发
包头站安全防控综合显示
屏，强化现场作业防控能
力。

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包头站今年还新增临时身
份证明自助打印机，减少
了旅客办理临时身份证排
队时间。为使旅客进站更
加方便快捷，车站启用人
脸识别实名验证系统，全
站设置了多个自助实名制
核验闸机，持有二代身份
证的旅客可以自助“刷脸”
进行实名制核验，单台闸
机每分钟可通过15人以
上，方便旅客快速自助完
成实名制验证。

春节临近，对于外出
打工的农牧民工来说，最
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按时足
额拿到一年的辛苦钱回家
过年。1月22日，在首府召
开的全区保障农牧民工工
资支付政策发布会给广大
农牧民工朋友们吃下了一
颗“定心丸”。会上，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
关负责人就农牧民工普遍
关心的权益保障、投诉举
报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解
答。

春节前清偿社会投资

项目欠薪

“确保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欠薪全部清偿，确保
社会投资项目欠薪在2019
年春节前全部清偿，确保
不发生50人以上的群体性
事件和极端事件……”会
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副厅长王燕峰介
绍道。他表示，除了全力实
现上述“三个确保”目标，
我区下一步还将在以下几
个方面开展工作，主要包

括：抓好“两金三制”关键
制度的落实，把这些制度
落实到在建工程项目中，
把银行按月支付制度落实
到每名农牧民工手里；抓
好欠薪“黑名单”公布工
作，对违法企业要从严处
理；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建
立“举报投诉系统”，让农
牧民工足不出户就能投诉
举报，再不跑冤枉路；及时
收集、整理各类途径的举
报投诉案件，迅速组织转
办交办，严肃查处迟办、误
办、错办案件问题，提高办
案效率。

建立长效机制防欠薪

针对每年年底的农牧
民工工资问题，我区目前
有没有建立起相应的长效
机制？对此，王燕峰表示，
目前，我区已经建立健全
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的
长效机制，主要包括应急
周转金、工资保证金、工资
与工程款分账、实名制、工
资专用账户和按月银行代
发工资、维权公示、联合执

法检查等多项基础制度。
其中，应急周转金制

度，是着力保障政府在使
用工资保证金后仍不能解
决问题时，启用这项跟进
性救济措施；工资保证金
制度，是着力解决建设类
企业发生拖欠工资问题后
的一项救济措施；工资与
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使
工资与工程款分账，各行
其道，着力解决和预防工
程款与欠薪争议问题；实
名制管理制度，着力从根
本上解决不签劳动合同和
劳务合同引发的纠纷与争
议的问题；工资专用账户
和按月银行代发工资制
度，着力解决按月发放工
资和工资发放证据纠纷与
争议问题；现场维权信息
公示制度，着力解决发生
拖欠工资问题后，农牧民
工能够及时找到法律救济
渠道问题；联合执法检查
制度，一方面，着力解决工
程项目依法集体决策、审
批手续、各项工资保障制
度落实、拖欠工程款、拖欠
工人工资以及违法发包、

转包、挂靠、分包执法问
题，另一方面加强依法行
政，确保在法律范围内履
行行政主管责任，加强失
信惩戒，使用企业违法“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树立
企业诚信经营的正确理
念。

企业出现3种情形将

被纳入黑名单

拖欠农牧民工工资
“黑名单”制度于2018年1
月1日开始实施，一年多
来，该项制度成效如何？我
区有多少企业被列入了

“黑名单”？采访中，据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劳动监察局局长王晓东介
绍，自治区发改委等44个
部门签订了联合惩戒备忘
录，对纳入“黑名单”管理
的，由相关部门实施30条
惩戒措施。该制度实施一
年以来，全区共有57户企
业被依法列入了“黑名
单”，根据《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等规定，这些单位及法

定代表人将在政府资金支
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
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
款、税收优惠以及交通出
行、高消费等方面依法受
到限制。

企业出现哪些情形将
被纳入“黑名单”？据王晓
东介绍，首先是克扣或者
无故拖欠农牧民工工资数
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数额标准的，我区有明
确的具体数额标准；其次
是因拖欠农牧民工工资违
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第三是极端事件造成
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维权注意这些方面

如遇工资被拖欠，农
牧民工第一时间联系哪个
部门？外出务工时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对此，王晓东
解答道，遇到欠薪情况，农
牧民工可通过以下渠道投
诉举报。首先，各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都设立
了 政 策 咨 询 热 线 电 话

“12333”，农牧民工可以拨

打电话进行咨询维权。其
次，劳动监察机构都设立
了举报投诉信箱和接待窗
口，一些地区还设立了“农
牧民工之家”，方便农牧民
工进行维权。第三，农牧民
工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也开
辟了绿色通道，快裁快审。
第四，各地司法行政部门
和工会组织也提供了广覆
盖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
助，帮助农牧民工依法理
性维权。第五，农牧民工可
登录“内蒙古12333”手机
APP，到“劳动关系”界面，
选择“农牧民工工资投诉
举报”进行投诉。

王晓东提醒，农牧民
工外出就业时，首先尽可
能通过合法渠道实现就
业，通过合法正规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找工作，防
止受骗上当；其次，要与用
人单位签订合同，合同内
容不要笼而统之，要把工
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
酬、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
等约定清楚，防止引起不
必要的纠纷。

包头站：让旅客出行更满意
文/本报记者 周 蕾 摄影/王 戈 卢旭东

包头站春运志愿者宣誓

客运员认真核检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