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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臨近， 「用工荒」 現象再現。一
項針對全國基層打工者的最新調查顯示，
逾三成受訪者稱春節後不回原城市工作，
近六成人將不回原單位工作，大部分屬於
「裸辭」 （即未找到新工作先辭工），其
中東莞打工者流動率最高。另外，有68%
受訪企業表示春節前缺工，要通過延長工
時、加快輪班頻率、提高工資福利等各種
方式盡力留人。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三日電】

■廣州表彰二百優秀外來工
鐵道部出手抑制搶票軟件

廣州市公安局23日透露，即日起在內地城市公安機關中
首創 「警民通」智能手機業務，申請人只要按鍵即可申請港
澳通行證，連同之前推出的辦證易、電話、手機短信、互聯
網、郵政速遞等辦證受理方式，申辦赴港澳簽註已全面實現
電子化。市民用智能手機下載即可享受48項公安業務服務。
除了按鍵可便捷申請港澳通行證之外，還可獲得全市路況地
圖、交通事故、實時路況及交通管制信息；交通違法查詢、
車輛及駕駛證狀態和累計計分查詢等。據悉，該 「警民通」
智能手機業務在內地城市公安機關中尚屬首創。

【本報記者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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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工離職的原因

2012年度廣州市優秀異地務工人員表彰大會暨迎春聯
歡會23日在廣州舉行。會上，200名優秀外來工獲表彰。廣
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主任張寶穎強調，表彰外來工
，增加外來工歸屬感，有利穩定外來工隊伍。

其中一位優秀外來工、來自河南的陳巖吉南下打工已
八年，現在南沙一家電裝廠工作，他表示，有關殊榮讓他
感到外來工得到社會肯定，增加了歸屬感，並計劃今年申
請入戶廣州。張寶穎則表示，像陳巖吉這樣的優秀外來工
，至今有近千名。廣州自2004年開始表彰優秀異地務工人
員，不僅體現廣州對外來人員的包容，還增加他們的歸屬
感，有利穩定外來工隊伍。 【本報記者袁秀賢】

年末用工緊缺問題近年一直困擾珠三角不少
企業。記者今天走訪集聚上千間中小型製衣廠的廣
州瑞寶村 「招工一條街」，若不是街邊 「招工廣場
」字樣，還以為僅是尋常城中村中一條冷清小巷。
空蕩蕩的廣場，僅有一家小廠貼出招工告示。該廠
張姓主管說，本來有50多名工人，到上周一下子走
掉近一半。而招工一周來門可羅雀，即使偶爾有人
詢問，也嫌工資太低。 「起初還有30多家廠緊急招
工，但無人問津就撤離了」。

年輕打工者欠耐受力
事實上，大谷打工網今天發布 「2013年春節基層

打工領域年終調查報告」，針對全國3095家企業、
13578名基層員工進行的 「2013年春節基層打工領域
年終調查報告」，亦印證了瑞寶村工人流失及招工
難等現狀。調查顯示，32%受訪者稱在今年春節後不
會回到原先的打工城市工作，57%受訪者不會再回原
單位工作。調查機構負責人分析說，相比老一代外
來工，年輕一代打工者更換打工城市的頻率更快，
缺少工作的耐受力是主因，感覺工作發展沒前景、
工資太低、年後想換行、工作枯燥等，也是打工者
改換門庭的幾個主要原因。

如果說白領選擇在春節前後離職，是因為有更
好的選擇和出路的話，基層外來打工群體離職則大
多屬於 「裸辭」。他們往往並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只是因為之前的工作不盡如人意離職返鄉。春節
過後，他們可能換一座城市，也可能換一個行業繼
續工作和發展，至於下一份工作在哪裡，很多人心
裡都沒有數。

東莞流動率冠全國
該調查還顯示，東莞的外來打工者流動率最高

，32%受訪者表示不再回莞工作。43%受訪者稱東莞
只是他們打工賺錢的地方，還有16%受訪者對這座城
市 「非常排斥，不願意再待下去」。廣州打工者則
最富有理想，48%認為廣州是 「實現個人理想」的地
方，這一比例在各城市中最高。至於深圳的打工者
，他們最注重工資收入，有41%的受訪者表示離職是
因為 「工資太低」。

企業方面也收到了類似反饋。35%受訪企業表示
， 「不少員工」提出春節後將不再返回企業上班；
49%企業表示 「人數不多」；僅有16%企業沒有員工
離職。從調查中還可以發現，84%企業或多或少受到
人員流動問題困擾，以致春節前後需要大量補充基
層員工。據調查結果，68%缺工企業在春節前要招聘
基層員工。為在春節前盡力留人，企業使盡渾身解
數，包括適當延長工作時間、加快輪班頻率、盡量
說服員工晚些返鄉、提高工資福利留下員工等。而
對不回家過年的員工，87%受訪企業稱會安排年夜飯
，以及提高加班費、安排節後補休、給員工紅包、
組織娛樂活動等。不過，儘管79%受訪企業稱會發放
年終獎金，但47%受訪打工者表示已拿到手的金額在
2000元以下，還有37%受訪者稱還未拿到年終獎金。

簡訊

◀▲以往熱鬧的廣州瑞寶
村 「招工一條街」 ，如今
十分冷清，僅餘一些小廠
貼出招工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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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企業為挽留員工各出奇謀。
山東即墨一企業成立春運小組，包
租大巴、自製車票，免費送省內的
2000多名外來務工人員回家過年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
十三日消息︰隨春運臨近， 「
火車票站票是否該半價」的問題
引發社會熱議。23日，鐵道部相
關負責人回應，火車站票不實行
半價有三方面原因。

該負責人稱，春運期間，一
是鐵路的運輸能力不能滿足旅
客出行需求。為了盡量緩解這
個矛盾，鐵路機構在保證運輸
安全的前提下實行適度超員的
辦法，出售部分無座票，目的
是為了讓更多的旅客回家，解
決旅客最突出的需求。

二是，超員出售無座票，給
鐵路的運輸組織、客運服務、設
備維修等都帶來了很多困難，鐵
路機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和財力給予支撐。

三是，鐵路機構組織春運考
慮的完全是社會效益，而不是企
業的經濟效益。每年春運都要停
開大量貨車增開客車，都要將許
多鋪車廂作為硬座車廂使用等
，這些都會減少運輸收入，但卻
可以讓更多的旅客回家。

近日，有報道指出，春運
期間中國鐵路每年售出大量無
座票，然而長期以來，無座票
依然全價出售。無座旅客以農
民工兄弟居多，按照市場價值
規律，他們沒能享受與車票價
錢所匹配的服務，因此無座車
票全價不合理。一些專家認為
，社會上 「站票半價」的爭議
，其本質在於，隨鐵路運輸
逐漸告別供應短缺時代，市場
化應該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更大
的作用。針對不同人群和不同
需求，可以構建更為豐富的票
價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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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三日電】跟傳
統觀念認為 「一到年關，打工者就開始大規模
返鄉」不同，新生代年輕打工者過年不回家者
大有人在。大谷打工網的調查報告顯示，31%
受訪者今年不回老家過年，33%受訪者認為 「
回一趟老家成本太高」，往往要花掉他們一到
三個月收入。

春節期間，企業為了留住一部分員工，往
往會採取上調加班費或福利等方式，這成為許
多年輕打工者留下來工作的最主要原因。38%
不回老家的打工者表示， 「既然一樣是工作，
過年錢多，還是願意留在企業上班」。也有
22%受訪者表示因為春節前工作容易找，可避
開春節後的求職高峰。

對於回家過年的往返路費，41%打工者為
501元到1000元，21%為1001元到2000元，還
有6%為2000元以上。從絕對數額而言，這些
往返路費數字並不算太大，但考慮到打工群體
的收入，其比重就值得關注。在這些打工者中
，大多數人年收入僅三萬到六萬元，連同回家
給親戚朋友的禮物等各種開銷，往往要花掉他
們一到三個月收入。

混得不好不想回家
調查還顯示，也有19%受訪者認為 「混得

不好，不好意思回家」，而 「沒找到對象，怕
父母嘮叨」的為17%，16%的人表示 「車船票
太難買」而不回家。可見，對許多打工者而言
，經濟、情感、前途等方面壓力，已令回家過
年成為 「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對於新生代的年輕打工群體而言，
過年不回家顯然也有其他原因。12%年輕打工
者不回家的原因是 「大城市裡過年更有意思」
。這一代的年輕打工者，因為出來工作早，又
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已習慣了城市生活，包括
城市豐富的精神和物質條件。當白領們因為
厭倦了大城市的新年氣氛而開始興起去鄉村
、城鎮過年時，來自城鎮和鄉村的許多年輕
打工者卻開始選擇在城市過年，成就了另類
「圍城」。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三日電】年關將至，
「用工荒」又再成為關注焦點。在23日開幕的廣東省

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有委員指出珠三角地區勞動
關係滿意度低，認為政府應當通過為勞動密集型企業
提供稅費優惠，減少企業的資本成本，使企業有更多
利潤空間來改善勞動者工資。

民建廣東省委會在政協會議上提交了《用工荒背
景下的勞動關係調整和產業升級建議》，稱調查了解
到珠三角企業勞動關係的總體滿意度只處於僅僅及格
水平，勞動關係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包括工資收入、
工作時間、企業福利、勞動保障和員工發展等方面。

為維持勞動密集型企業生存發展的空間、穩定就

業水平，並為企業轉型升級創造空間，民建廣東省委
會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政府應當通過對勞動密集型企
業的稅費優惠和減免來減少企業的資本成本，同時在
物流成本、供應鏈的完備程度、人力與租值成本、匯
率因素、政治與地緣風險上幫助珠三角企業製造業實
現順利轉移。

對於工資低和加班多等問題，不少在珠三角投資
的港商都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江門投資的港商廖新南
告訴記者，現在打工者多是拖家帶口前來，希望在工
作的地方找到歸屬感，而且工人應聘首先問要不要加
班，企業要針對工人這些新需求作調整，才能達到雙
贏。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三日消息：春節臨近，
火車票一票難求，網站使用 「搶票軟件」的爭議愈演愈烈
。儘管工信部以 「於法無據」為由，23日再次否認出手 「
叫停」 「搶票軟件」，但鐵道部相關負責人同日表示，
12306網站（鐵道部客戶服務官方網站）已採取措施，部
分 「搶票軟件」的自動提交功能已受到限制。

該負責人介紹，近幾日，隨春運購買火車票高峰的
來臨，鐵路技術部門監測到高峰時段網站登錄訪問及查詢
數量異常，經分析主要是由部分瀏覽器所安裝的 「搶票軟
件」所為，此類軟件通過頻繁查詢、強行插隊等手段，打
亂了正常購票秩序，直接影響了售票的公正性，損害的是
大多數購票旅客的利益。

搶票軟件如衝紅燈
負責人認為，利用 「搶票軟件」搶票，就像在道路上

駕車闖紅燈、逆行。這種現象肯定比別人跑得快，但卻影
響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使大多數人的行車速度慢了下來。
為了更好地維護網上購票秩序，鐵道部已經採取了技術措
施，也請相關專家進一步完善12306網站，使之更好地為
廣大旅客服務。

鐵道部建議相關公司取消 「搶票軟件」。在此也請廣
大旅客不要使用此類軟件，助長這種打亂正常購票秩序的
現象，共同維護良好的售票秩序。另外，提醒廣大旅客，
「搶票軟件」多為個人編寫，在網上隨意流傳，極易被植

入木馬或病毒，對個人信息及資金帶來安全風險。
鐵道部稱，目前春運節前售票高峰期已經平穩渡過。

發售春運車票以來，鐵路日均發售車票674.9萬張，同比
增加77.5萬張。以往廣大旅客最痛苦、最頭疼的在車站窗
口和售票點徹夜排長隊買票現象基本沒有了，旅客購票環
境和舒適度有了改觀。

鐵道部統計數字顯示，截至目前各種售票方式售出車
票的比例分別為：互聯網佔35.9%，電話佔7.5%，人工窗
口佔52.1%，自動售票機佔4.5%。

網站爭入搶票戰團
工信部22日、23日接連否認媒體有關 「工信部叫停 『

搶票軟件』」的說法，強調此舉 「於法無據」，僅表示 「
鐵道部訂票網站的流量非常大，為保障公眾網運行良好和
訂票系統正常運行，工信部要求相關網站關注流量，避免
網絡擁塞」。

所謂 「搶票軟件」，其工作原理是軟件自動記錄下客

戶的信息後，在短時間內連續提交訂票請求，只要票源出
現，軟件就立即完成訂票請求。這個過程中，節省人工填
表下單的時間。目前，金山、360、搜狗、火狐今年都在
瀏覽器上推出了 「搶票軟件」，據稱有數百萬人通過 「搶
票軟件」購得火車票。隸屬於人民網、由前乒乓球國手鄧
亞萍擔任總經理的 「即刻搜索」也推出了搶票工具，被外
界稱為網絡搜索的 「國家隊」。

粵政協委員獻策緩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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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推手機按鍵辦港澳簽註

▲調查顯示近六成外來工春節後將不回原單
位工作，圖為廣州火車站擠滿返鄉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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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票軟件引發熱議，左圖為北京一座大廈電梯內懸
掛的 「搶票軟件」 廣告；右圖為一家網絡商城裡銷售
的各種 「搶票軟件」 新華社

▲不少人認為無座票應半價發售，方便農民工回家。
圖為重慶火車站啟動工地驛站便民訂票點 新華社

▲廣州獲表彰的外來工來個大合照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