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建友 〔2019〕 46号

市城多建没局美子印友 《沈田市房屋市政

工程建没領域防疱施欠衣民工

工資管理亦法》的通知

各区 (升友区)、 具 (市 )建没行IEX主 管部11,有 美企立 :

力Ii4_一 歩倣好我市房屋市攻工程定没頷域水民工工姿管理

工作,根据国家及省、市相美要求,tll定 《沈rEl市房屋市攻工程

建没頷域防疱施欠水民エエ姿管理亦法》,現 F「 友分休11,情汰

真貫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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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田市房屋市政工程建没領域防疱施欠

衣民工工資管理亦法

第一章 忠只1

第一条 力規疱我市房屋市IEX工程定没頷域水民エエ資支付

行力,建立利完善水民エエ資支付K妓机キ1,根据 《中学人民共

和国労劫法》、 《中学人民共科国芳功合同法》、 《建没頷域水

民エエ資支付管理哲行力、法》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以及《国

弁院力、公斤美子仝面治理 施欠水民エエ資同題的意見》、 《通

宇省人民政府亦公斤夫千全面治理施久水民エエ資同題的実施

意見》要求,結 合我市房屋市攻定没頷域的実体情況,キ1定本亦

法。

第二条 本力、法近用千在本市行IEX区 域内八事房屋建筑利市

攻基袖没施工程建浚的施工恙承包企立、寺立承包企立、労券分

包企立、監理企立、在沈投資定没的定没単位、八事建筑活功的

管理人員及与用人単位形成芳劫美系的定筑二人。

第二条 市城夕定没主管部日久責我市房屋、市IEX工程建没

頷域防疱施欠水民工工姿支付工作的俎須、体凋、監管和落実エ

作;各 区、具 (市 )、 升友区建没主管部 11落実防疱水民エエ姿

支付工作的属地管理責任利部 11監管責任,負 責轄区内核項工作

的俎須、体凋、監管利落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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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依法規苑工程款錆算和企立工資支付行力

第四条 か張建投資金監管。在工程定没頷域推行工程款支

付担保市1度 。定没単位要求恙承包単位提供工程履豹担保的同

時,外須向恙承包単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否ス1,祝力定投資

金未落実,不予亦理施工升工手数。

第五条 規疱工程款支付利結算行力。仝面推行施工辻程結

算,建没単位泣按合同釣定的汁量周期或工程邊度結算井支付工

程款。工程浚工詮牧后,対定没単位未完成浚工結算或未按合同

支付工程款且未明碗乗1余工程款支付廿裁1的 ,不 予亦理工程浚工

詮牧各案手象。対掟期施欠工程款結算或施欠工程款的建没単

位,常批部 11不得批准其新項目升工定浚。

第六条 規疱政府投資工程項目管理。対定投資金来源不落

実的IEX府投資工程項目不予批准。政府投資項目一律不得以施工

企立帯資承包的方式lit行建没,井芦禁杵帯姿承包有美内容写入

工程承包合同及ネト充条款。

第七条 明硫工姿支付各方主体責任。按照 “進承包、進久

責"利 “淮用工、淮久責"的原ス1,対水民工工資支付 日常管理

実行施工恙承包企立仝面責任+1、 建没単位監管責任キ1、 監理単

位監督責任市1～ 寺立承包 (芳 弁分包)企立宣接責任キ1。

在工程建没頷域,施工恙承包企立 (包括宣接承包定没単位

友包工程的寺立承包企立,下 同)対所承包工程項目的水民工工

姿支付久恙責,分包企立 (包括承包施工恙承包企立友包工程的

寺立企立,下 同)対所招用水民工的工資支付久宣接責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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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款未至1位等力由克オロ或施欠衣民エエ資,不得杵合同庄牧

工程款等姪菅凩隆特嫁分水民工。

定没単位泣当芦格按照工程承包合同釣定及叶支付工程辻

度款,定没単位未按合同釣定及叶抜付工程款的,承包単位有杖

哲停施工,因 此造成的損失由定没単位承担。監理単位庄当者水

民エエ姿支付情況納入監理 日恙内容,督促按叶支付水民エエ

姿。分包企立庄当依法々水民工答汀井履行芳劫合同,庄 当明碗

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地点、叶日、休息体仮、工資林准及支付

方式、社会保隆、芳劫保伊、芳劫条件利取立危害防伊等内容 ;

用人単位庄当按月足額支付工姿,工資林准不得低子市IEX府規定

的最低工資林准。任何定筑企立均不得以工程款或分包款被施欠

等姪済合同多‖分力由施欠或克オロ水民工工資。

第八条 落実清僕欠薪責任。建没単位或施工恙承包企立杵

工程逹法友包、特包或辻法分包或使施久水民工工姿的,由 定没

単位或施エノζ承包企立依法承担清僕責任。定浚単位或施工恙承

包企立未按合同釣定及叶裁1抜工程款,致使分包企立施欠水民工

工資的,由 定没単位或施工恙承包企立以未結清的工程款力限先

行塾付水民工工姿。

第九条 仝面実施芳劫用工実名キ1管理。房屋市攻工程建没

頷域仝面実行水民工実名キ1管理市1度 。用人単位久責建立芳劫汁

酬手肝,泥永施工現場作立衣民工的身分信息、芳劫考勤、工資

結算等信息,推行定筑水民工実名+1信息化管理,井逐歩実現々

国家水民工管理数据平台的互咲共享。施工恙承包企立要か張対

用人単位芳劫用工和工資友放管理的監督,在工程項目部配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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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寺管貝,建立施二人員選出場登泥+1度和考勤汁量、工姿支付

等実名キ1管理合敗,実 叶掌握施工現場用工及其工姿支付情況 ,

不得以包代管。工期不足 1今月的短期或1仁 叶性用工,分包企立

泣在工作任弁完成当日或按日支付工資。施工恙承包企立利分包

企立庄者姪水民工本人答字碗汰的工資支付ギ面泥永保存西年

以上各査。

第十条 改革工程定没頷域用工方式。か快培育定筑声立工

人陳伍,推邊水民工俎須化邊程。鼓励施工企立格一部分技能水

平高的水民工招用力自有二人,不断ケ大自有二人陳伍。弓1早具

各条件的芳弁作立班俎向寺立企立友展。

第十一条 実行施工現場筆板信息公示市1度 。施工恙承包企

立久責在施工現場醒目位畳没立筆杖信息告示牌,明 示立主単

位、施工恙承包企立及所在項目部、分包企立、行立監管部11等

基本信息;明 示芳劫用二相美法律法規、当地最低工資林准、工

資支付日期等信息;明示属地行立監管部11投訴挙扱屯活和芳劫

争袂凋解仲栽、芳劫保障監察投訴挙扱屯活等信息,実現所有施

工場地仝覆蓋。

第二章 配合人社部門完成相美工作

第十二条 配合人社部 1可 落実叙行代友工姿+1度 。lli劫 実行

分包企立水民エエ姿委托施工恙承包企立宣接代友的亦法。分包

企立久責力招用的水民工申亦叙行企人工資敗声井亦理実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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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姿支付恨行十,按 月考核水民工工作量井編+1工資支付表,姪

水民工本人益字碗汰后,交施工恙承包企立委托4艮 行通辻其没立

的水民エエ姿寺用敗声宣接者工資裁1入水民工企人工姿敗声。

第十三条 配合人社部日推行定立水民エエ資寺用敗声管理

市1度 。実行人工費用々其化工程款分敗管理キ1度 ,推劫水民エエ

姿有工程材料款等相分高。施工恙承包企立庄分解工程介款中的

人工費用,在工程項目所在地4艮 行升没水民エエ資寺用敗声,寺

項用千支付衣民エエ姿。定没単位庄接照工程承包合同釣定的レヒ

例或施工恙承包企立提供的人工費用数額,杵庄付工程款中的人

工費単独抜付rll施 ェ恙承包企立升没的水民工工姿寺用敗声,碗

保寺款寺用。

第十四条 配合人社部11推行工資保江金+1度 。在房屋市IEX

工程建浚頷域仝面実行工資保江金市1度 。対未毅幼水民工工姿保

江金的企立不予力、理施工斉可江。研究+1定工資保江金差昇化毅

存亦法,対一定叶期内未友生工資施欠的企立実行城免措施、友

生工姿施欠的企立近当提高毅存レヒ例。汗格規疱工姿保江金劫月

和退述力、法。探索推行立主担保、銀行保画等第二方担保+1度 ,

秋板弓1入商立保隆机キ1,保障衣民エエ資支付。

第四章 加張減信管理

第十五条 か張工資支付減信体系定没、実行欠薪失信咲劫

冬戒キ1度 。市城多建没主管部 |¬ 要者芦重欠薪企立夕1入減信 “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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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単",井推送省住定斤、国家住定部減信監管平台。

杵定浚単位幼入我市房屋市攻工程定没市場信用監管系坑

辻行坑一監管,対定没単位不履行合同又弁,不提供工程款支付

担保,施欠工程款及抱欠水民工工資的行カサ入不良行力泥永 ,

在市象媒体上公布,井按照国家、省、市有美規定実施市場禁入。

杵施工恙承包企立、芳弁分包企立実名キ1管 理、 “水民エ

エ資支付寺用敗声"建立、承友包単位施工辻程結算キ1度推行及

実行4艮 行代友水民エエ姿等情況納入我市建没市場信用監管系

坑邊行統一監管。中林人未按照与招林人汀立的合同履行又弁施

欠衣民工工姿行力的,根据不同程度分男1按 12今月、24今月、

36今月二企楷次,限市1其投林姿格。

第十六条 建筑市場各方主体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由定没

行政主管部11責今限期整茨;拒不整政或整茨后仙未込rll要 求

的,提交相美管理部 1可 依法人理 (提清相美資灰管理部11降低或

取消共姿反),井納入重点監管企立,同 時杵不良行力泥入相美

責任単位利責任人的信用楷案,井在市奴媒体上対共不良行力邊

行公布 :

(一 )未実施水民工実名+1管 理,不亦理人員実名市1登泥、

未落実実名昴|十 管理和実名培り|1的
;

(二 )未没立 “水民エエ資支付寺用敗片",未実施4艮 行

代友水民エエ姿的,未実施水民工工姿月清月結的;

(三 )中 林人未按照々招林人汀立的合同履行又弁支付水

民エエ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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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房地声升友企立未按釣定支付工程款担保,未履行

施工合同実施施工辻程結算,因 施欠工程款等径済合同多H分造咸

施欠水民エエ資的;

(五 )監理単位未杵水民エエ姿支付情況幼入監理日志内

容的 ;

(六 )施工恙承包企立杵芳弁工程友包分元姿灰芳券陳伍

或自然人的 ;

(七 )用 人単位虚仮上扱水民エエ資支付情況,拒先提供

相美資料以及其他芦重千枕、阻悦、抗拒監督栓査的。

第五章 附興1

第十七条 本亦法所称的用人単位,是指在本市房屋市攻エ

程定没頷域宣接招用水民工的施工恙承包企立、寺立承包企立或

芳弁分包企立。定没頷域工程項目部、項目姪理、施工作立班俎

等不具各用人単位主体姿格。

第十八条 本亦法所称的零散水民工,足指未々企立答汀芳

劫合同和未特定筑衣民工収益工資十的水民工。

第十九条 行政机美工作人員濫用取枚、玩忽取守、狗私舞

弊的,依法分予行IEX人分;杓 咸犯罪的,依法追究升1事 責任。

第二十条 各区、具 (市 )和升友区所属交適 (合鉄路、添

梁等)、 水不1水 屯、通汎、屯力等行立的新建、横定、改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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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廣実害治理、土地整治、管銭工程、租地定没等定没活功

中水民工工姿支付管理力、法参照本力、法執行。

第二十一条 本亦法自公布え日起/it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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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陶市城多建浚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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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25日 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