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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读系列
建设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的义务

□钟声

人们都记得，不久前，在武汉同济医院，来自
上海的一名援鄂医生在对危重病人进行气管插
管时，病人体内突发“炎症风暴”，虽经全力抢救
这位病人仍不幸逝世，这位医生悲痛难抑，伤心
大哭。同事拍下现场情景，瞬间刷屏网络，感动
了整个中国。

“挽救生命，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都要付
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中华民族融入血液的
道德理念，是疾病救治始终坚守的第一原则。

生命无价，救人第一。令人不解的是，美国
一些政客却选择性无视、挑衅性生事、偏执性发
难。近日，7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致函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诬告中方在应对疫情中“犯了最
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媒体曝光，举世哗然。
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撰
文一语中的，中国在疫情面前捍卫了“最关键人
权”——人的生命。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为联合国《世界人
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和保障。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各方
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能力。

拿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向中国发难，是
对中国人民抗疫斗争的亵渎。中国政府始终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计成
本，不惜代价，坚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救
治每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地毯式大排查“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重症救治措施“一人一案”“专人
专护”……中国抗疫，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道德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伦理的力量。
中国以实际行动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对有需要的
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国际人权事
业作出重要贡献。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士
爱德华多·克林格说：“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有力
且对世界人民负责的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有人
叫嚣这是‘侵犯人权’，纯属无稽之谈。”

拿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向中国发难，是
对自身失责的掩盖。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
一向是美国一些人举在空中的幌子、拎在手里的
棍子。即使在突发疫情吞噬生命的危急时刻，他
们也不忘伤口撒盐、刀口舔血。试问美国的一些

“人权卫士”：中国从1月3日起，就开始定期向世
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等国家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
息，之后第二天中美两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就进行
了沟通，而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半个月后才
向高层通报，政府高层又迟迟不理，使美国应对
疫情延误掉两个多月时间，这是什么行为？中国
为抗击疫情，实施居家隔离，亿万民众坚韧不拔、
自觉奉献，一些美国政客却隔岸观火、说三道四，

认定中国“侵犯人权”，这又是什么行为？美国病例急速上升，死亡天天累
积，令人十分痛心，但美国政客、卫生机构、预算部门却为追加防疫拨款吵成
一锅粥，这又是什么问题？3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升级系统”，宣布停止公
布全国检测人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放弃对新冠病毒抗体试剂的审核，导
致超过90款此类产品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投向市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难怪美国媒体刊文，把美国政府应对疫情行动称为“灾难性的”。

拿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向中国发难，是对合作抗疫的搅局。美方
一向自诩“世界人权卫士”，实则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美国早已退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却对其选举规则制定横加干涉，对理事会事务和他国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在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美国却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
的资助，以退出世卫组织相威胁，这又是哪家的人权？美国执意对伊朗、古
巴、委内瑞拉等国进行制裁，严重干扰了这些国家的抗疫努力，这又是哪家
的人权？全球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文痛斥，美方此时停止对世卫组织
的资助是反人类罪行。

世间万物，生命最可贵。没有生命，没有健康，何谈人权？！面对凶险疫
情，漠视“生命至上”、抛开“救人第一”，空喊“人权”目的何在？奉劝美国一
些政客，请关心一下美国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吧！漠视生命、空谈人权，注定
会遭到国际公义、文明社会所蔑视。

（人民日报5月4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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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工程款
支付不到位、不及时，是影响农民工
工资支付的重要因素，关系到农民工
工资‘有钱支付’的问题。”5月4日，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在解读《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时说，《条例》明确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
担保。

该负责人介绍，为保障工程款不
被拖欠，《条例》规定了工程款支付担
保制度、工程款拨付分账制度，明确建
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
付担保，工程施工合同要约定人工费
用拨付周期，并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
按时足额支付的要求约定人工费用。

同时，为落实好工程款支付担
保制度，建设单位在与施工单位除
在专用条款中约定外，被担保方与
担保方还应签订担保合同，作为本
合同附件。建设单位违约后，施工
单位可以要求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
担相应责任。

另外，为落实好工程款拨付分账
制度，对采用招标方式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在招标阶段即对合同条
款作出安排，在“人工费用”条款设置
上，建设单位应当统筹考虑工程进度
及人工费拨付时间节点，以满足《条
例》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
付”的要求。

该负责人说，工程款支付担保制
度、工程款拨付分账制度的建立，一是
工程款支付担保法定化，对“满足施工
所需要的资金安排”进行具体落实，减
轻施工单位的资金负担，保障工程款

实际支付的可能性，解决农民工工资
“没钱发”的问题；二是分账管理将
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单独列账，防
止人工费与材料费、管理费等资金
混同或者被挤占，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和拖欠工程款相互交织相互混
淆的问题，即解决农民工工资“专款
专用”的问题，避免以讨要农民工工
资为由讨要工程款的恶意讨薪行为
发生；三是明确人工费用标准，拨付周
期不得超过1个月，解决工资按月足
额发放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提示说，建设单位未
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会
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后果，建设
单位存在被限制新建项目，并记入信
用记录、纳入国家信用信息系统进行
公示的不利法律风险。建设单位未依
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拒不提供或
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有关资料
的，建设单位存在被相关部门责令项
目停工，并罚款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

相关新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相关法条规定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

程款支付担保。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
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
应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工程款进
度结算办法以及人工费用拨付周期，
并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
的要求约定人工费用。人工费用拨付
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

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
将工程施工合同保存备查。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
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陶冶

5月3日晚10时20分，“网红”景
区重庆洪崖洞依然灯火璀璨，景区旁临
时封闭的道路交通逐渐恢复，游客开始
有序离开……22784，这是当天洪崖洞
的总接待人次。

这个数字，与去年国庆节期间洪崖
洞一天接待15万人次相差甚远，但在
今年这个特殊的“五一”小长假里，它凝
结着景区工作人员的辛勤汗水。既要
做好疫情防控，又要让前来观光的游客
不虚此行。

洪崖洞所在地渝中区副区长蔚
传忠介绍，今年“五一”期间，根据国
家文旅部关于景区客流不得超过最
大承载量30%的要求。对此，渝中区
进行了周密布置，严格实行洪崖洞游
览预约制，分时段调控进入景区的游
客量。“接待的人少了，工作要求更高
了。”他说。

考虑到部分游客并不一定知晓
预约制，除通过网络宣传外，洪崖洞
所在的朝天门街道派出80名基层干
部，从离景区500米远的各条街道开
始，张贴海报并进行预约指导，避免
游客抵达景区后“扎堆”预约。“通过
这种方式，能预约上的游客就可以继
续前往景区，没预约上的游客也可及
时分流。”朝天门街道办主任马明告
诉记者。

据统计，5月1日到3日，洪崖洞景
区接待游客数量均未超过“限流”要
求。然而，要对进入景区游客量进行控
制，仅有预约制还不行，还需要更加细
致的工作。

记者在渝中区公安局洪崖洞指挥
中心看到，正在值班的公安干警密切关
注着大屏幕上的瞬时游客人数，只要达
到6000人，就会马上通知景区入口采
取控流措施。渝中区公安局副局长周
川告诉记者，洪崖洞今晚的瞬时游客人
数一直在5000人到6000人之间，因此
景区没有采取控流措施。为了防止在
景区入口排队等候的游客过度密集带
来的疫情风险，渝中区公安局从5月1

日开始，每天晚6点就对洪崖洞附近
的路桥进行交通管制，把马路“腾让”
给游客。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各个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洪崖洞景区秩序井然。一位
外地游客告诉记者，虽然要费些周折才
能进入洪崖洞，但在景区里的体验感和
获得感非常好。

（新华社重庆5月4日电）

“接待的人少了，工作要求更高了”
——重庆“网红”景区洪崖洞的“控流”办法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陈元媛）5月1日，江津四面山
景区迎来了一批特殊游客——
2020 年“大美渝疆”主题自驾车
队。该车队由40余辆私家车、120
余名重庆车友组成，这也是疫情防
控形势稳定后景区迎来的首个自驾
车队。

为助推重庆旅游市场复苏，重
庆市自驾旅游协会联合各区县景区
景点，策划推出2020年“大美渝疆”
主题自驾活动，并于5月1日在四面
山举办首发仪式。

该自驾车队在四面山、中山古
镇等景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自驾
游，游客们不仅能够体验慢游中山
古镇、船游大洪海、重走爱情天梯等
项目，游览“华夏第一高瀑”“天下第
一心”望乡台瀑布、丹霞地貌土地
岩、龙潭湖等景点，还能参观“四面
奇缘”光影乐园、剿匪遗址文家寨，
品尝到石板糍粑、烟熏豆腐等当地
特色美食。

四面山景区奇特的自然景观给
游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喜欢四
面山这样清幽静谧的山水，可以从
不同的视角欣赏重庆的大美。特别

是望乡台瀑布、洪海游船，让我感受
到了四面山的绝美与壮观！”自驾车
车主刘女士激动地说。

据了解，该活动历时3个月，继

江津之后，将陆续走进黔江、酉阳、
彭水、丰都、渝北等区县，安全引导
市民逐步参与旅行活动，更好地促
进“重庆人游重庆”。

江津四面山

迎来近期首个自驾车队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五一”
假期，涪陵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在全
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重新推出
的立体旅游线路受到游客的青睐。
记者从涪陵区获悉，“五一”假期前
三天，武陵山大裂谷景区游客总量
超过1万人次。

从5月1日起，涪陵武陵山大裂
谷景区重新开放了3D立体游线路，
经由该旅游线路游客不仅能俯瞰裂
谷美景，还能深入地缝仰望蔚蓝天
空，寻觅心中的“一米阳光”。

如果游客想体验百米高空俯瞰
美景的刺激，还可以乘坐亚洲坡度最
陡的武陵泰斗高空索道，感受从天而
下和冲上云霄的交错视觉感。独特
的地质地貌特征与裸眼3D峡谷之旅
相融合，让游客能身临其境体验美
景，远、近距离接触地缝奇观。

涪陵区全方位做好了景区的防
疫工作，不仅开展了景区游客限流，
还组织了110余名青年志愿者，深
入主要公路、景点景区等地开展扫
码购票、体温监测、游览引导、交通
疏导等志愿服务，确保游客游得舒
心、游得放心。

武陵山大裂谷

重新开放3D立体游线路

本报讯 （记者 栗园
园）5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武隆区获悉，随着“五一”
小长假来临当地旅游业迎来
高峰，长假首日该区共接待
游客3.7万人次。截至3日
中午，累计接待量已达到
12.52万人次，其中重庆本地
游客占比近七成。

武隆区文旅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从监测数据看，仙女
山大草原、天生三桥以及白
马山天尺情缘景区最受游客
青睐。此外，沧沟乡青杠村、
芙蓉街道堰塘村、后坪乡天
池苗寨等乡村旅游点也表现
亮眼，乡村游人数已占到游
客总数的四成以上。

“五一”期间，武隆各景
区在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
仅每日对景区进行全方位消
毒，还纷纷实行预约购票制，
严格将景区人流量控制在核
定承载量的30%。

游客进入景区皆需出示
健康码，配合体温检测、信息
登记，并保持1米以上间距
有序进入。

此外，武隆景区官方平
台武隆旅游网，会每隔1小
时发布各景区瞬时入园游
客量，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游览，避免
集中入园。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五一”期间《印象武
隆》实景演出也迎来复演，按照防疫要求，观演
现场严格遵循“隔二坐一、前后错位”的原则，每
场限量发售门票902张。

不仅如此，剧场还对全体员工进行了专业
的防疫安全服务培训，并制定了系列应急预案，
确保观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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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晚，游客在重庆洪崖洞
景区内游览。

▶5月3日晚，游客有序进入重庆
洪崖洞景区。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上接1版）
为此，驾车走G93成渝环线高速公

路渝遂段的朋友们，建议走以下替代线
路：驾车出城方向的车辆，可经G75兰
海高速渝武段再经三环至四川；进城方
向车辆，也可经三环至G75兰海高速渝
武段进入重庆主城。至铜梁安居古镇

的车辆，车辆可提前至铜梁收费站经
319国道前往，避免在少云收费站造成
拥挤。若青木关隧道发生缓堵，车辆可
经江津方向绕城立交从渝蓉高速璧山
收费站绕行，从黛山大道经璧山北收费
站再上渝遂高速。

交巡警提醒驾驶员们，节日返程建

议提前规划返程时间和线路，尽量错开
高峰时段，绕开拥堵路段，以节约返程
时间。市民可通过车载广播及时了解
路况信息，利用导航软件关注实时路况
和避堵绕行线路，错峰避堵返程。节日
返程切勿长时间行车疲劳驾驶，返程途
中请严守交通法规，切勿超员、超速、酒

后驾驶，驾乘人员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守法出行，平安回家。

此外，据气象台预报，5月5日我市
部分区域有降雨，市民驾车出行，要提
前了解所到区域天气信息，雨天行车请

“降速、控距、亮尾”，遇积水路段请注意
观察，切勿冒险涉水通过。

（上接1版）
现场执勤民警告诉记者，“五一”

假期前3天，前来洪崖洞的游客众多，
为此现场执勤民警加强人员劝解、分
流，引导客流进出实行单向循环，保障
景区现场有序。公安机关还适时启动
了控流措施，临时禁止沧白路、千厮门
大桥、来福士接圣街等方向前往洪崖

洞景区的车辆进入，并引导车辆有序
驶离，取得了良好成效，昨日受将有降
雨、假期即将结束游客返家等原因影
响，前来洪崖洞的游客相较前几日有
所减少，因此暂时没有实行相关控流
措施。直至晚上9点10分，记者从渝
中区公安局获悉，因游客有所增加，渝
中公安才临时禁止所有车辆禁止驶入

沧白路。
“这几天有不少粗心的游客遗失证

件、钱包等随身物品，甚至还有与孩子
走散的。”现场有民警告诉记者，自己这
几天处理得最多的就是游客遗失随身
物品的警情，不少粗心游客在游玩时遗
失身份证、钱包等，有好心的游客捡到
后交到民警手中，民警则会想方设法联

系失主。“毕竟出门在外，丢了东西肯定
很着急。”

为此，民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外
出游玩务必做好自我防护，自觉遵守景
点疫情防控要求，配合量体温，切莫疏
忽大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出行
时请提前规划好线路，听从现场执勤民
警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