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资协商制度
“希望法律能够让

工资水平及时跟着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劳动
力生产水平和企业经
济效益提高。劳动市场
工资单方面决定，不适
合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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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月30日，
四川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
第三次全体会
议选举王树江
为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
如今，王树江正
作为四川省第
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
表，在北京参加
全国两会。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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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此前，王树江长期深耕于黑龙
江法院系统。此次入川，也是他首
次外调他省。作为一名执业33年的
法官，他已经获得了系统内一份最
高荣誉：天平荣誉勋章。

来川履新一月有余，进入一个
新环境，王树江将如何施政，确保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就此专
访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
树江。

成都商报：1月25日，省法院召
开机关干部大会，您在会上发言时
提到，要奋力开创全省法院工作新
局面，勇于责任担当，全面深入推
进司法改革。那么，我们在坚持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上有什么举措？
如何保障司法更公正、高效、权威？

王树江：司法改革主要是顶层
设计，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来
做，同时，我们得有这种责任意识。
从四川的情况来看，我们是第三批
的改革试点单位，四川省委省政府
省人大对法院的改革工作是非常
支持的，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我
们的四项改革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应该说实现了“后发先制”。而且有
些经验是在全国得以推广的。下一
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我们要
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就包括我们的
内设机构的改革，包括强力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这
个过程之中，确实需要有很强的责
任意识和责任担当，最终的目的就
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成都商报：今年1月底，我省公
布 2017 年度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
例，其中一号案例是我省第一起成
功审结的污染大气环境案件。而环
境审判也是今年四川高院工作报
告中出现的一个热词。如何通过司
法护航绿色发展，让老百姓看到更
多蓝天、绿水、青山？

王树江：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这是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
一种期待。作为法院理所当然应
该用我们最有成效的工作来实现
人民群众对于幸福生活的这一要
求。对于环境资源保护的工作，四
川法院很重视。我们在若干个中
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专门成立了环
境资源审判庭，这在很多地方都
是没有的。

但是我想，对于环境保护这样
一项上升为中央战略的工作，司法
机关不能“就案办案”。先把自己作
为法制的建设者，在审判的同时，
关注于我们的立法、执法和大众的
守法，通过立法、执法、守法各个环
节来倡导这种环境保护的理念和
意识的提升。

另外，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
注意以案说法，发挥法院判决的引
领作用，让公众知道哪些是违法行
为，要受到制裁。

成都商报：今年四川高院的
工作报告中还出现一个热词：执
行改革。今年是“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攻坚决
胜年，全省法院如何在执行难上
有新作为，使人民群众司法获得
感不断增强？

王树江：最高法院 2016 年承
诺，要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问题，运行了两年，
四川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
作，今年是决胜之年，时间紧迫，
我们给自己加压，倒逼我们解决
这个问题。我们在全国率先打造
了4个执行工作品牌：司法大拜年
（年前集中清理，让农民工们能够
拿到钱回家过年）、失信大曝光、
执行大会战、拒执大打击等四大
专项行动。同时，完善失信被执行
人联合曝光惩戒平台，确保“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完善“网络拍卖
为原则、传统拍卖为例外”的执行
机制，进一步促进财产处置公正、
公开、高效。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图据受访者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

环境保护案件判决
要注意“以案说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院长张忠阳 4 日表示，虹
云工程将在 2018 年实施技术验证
星的发射，目前卫星已经进入正样
研制阶段，预计在年底前发射并开
展低轨宽带通信的演示验证及应用
示范。

“虹云工程业务星系统也在同
步开展设计工作，2018年将完成业
务系统详细设计，预计2022年完成
星座部署。”张忠阳说。

虹云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天地一
体化综合信息系统。张忠阳介绍，为
大力推进商业航天产业，航天科工

二院专门成立了空间工程公司，并
着手在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建设
卫星产业园。这个产业园将满足
2020 年虹云工程业务试验星的发
射需求，支撑2022年左右整个星座
卫星的批量生产。

“2022年完成星座部署后，虹云
工程将可以提供全球无缝覆盖的宽
带移动通信服务，为各类用户构建

‘通导遥’一体化的综合信息平台。
系统建成后，无论我们身处在沙漠
里还是海洋上，抑或是飞机上，都能
享受到与在家里一样的上网速度和
服务体验。”张忠阳说。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您如何看待部分企业
的加班现象？

吕国泉：我们前两年一直在呼吁
工资协商制度立法的问题，曾就此
和国际劳动组织开过一个国际研讨
会。劳动合同法虽然提到了工资协
商，但是没有详细操作的规范，因此
需要有相应的配套细则。

工资有三大机制：决定机制、增

长机制、支付机制。但是现在是要在
工资决定环节上，保证企业和工人
能够协商。至少有一个法律，能够让
工资水平及时跟着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劳动力生产水平和企业经济效
益提高。劳动市场工资单方面决定，
也确确实实不适合劳动力市场。

此外，我们一直在关注员工过
劳死这个情况，我想就这个问题呼吁，

互联网+时代，一些单位没有工作时间
限制，恨不得24小时都上班，在这个情
况下，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经营管理
者、创业者，都提倡高强度、高负荷的工
作状态，这个劳动强度是很大的。这和
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
展是不吻合的。延长劳动时间的那种外
延式的再生产，是难以为继的。日本有
一种叫过劳死企业，就是延长企业劳动

时间的加班文化，我们不予提倡。
北京师范大学曾经有一个调研组

出过一个报告，详细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去年开展的第八次职工状况调查，
也提到要保障职工的休息权，减少过多
的加班加点。今年，我就准备提这样的
提案。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摄影报道

工资协商制度
能否纳入劳动合同法修订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当充分肯
定劳动合同法对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的作用，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国务院有关部
门牵头，一直在努力。

3月4日，一直研究劳动关系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
吕国泉接受成都商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劳动合同法的修改要坚持它的立法宗
旨，就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提倡经济社会的健
康发展。向劳动者倾斜的立法宗旨是不能动摇的。

成都商报：外界一直有声音呼吁
应该及时修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吕国泉：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修
改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当然非常关注。

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劳动合同法的修
改要坚持它的立法宗旨，就是保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
稳定，提倡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向劳
动者倾斜的立法宗旨是不能动摇的。

我们也关注了一些修改劳动合同
法的声音，有声音认为劳动合同法限制
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了劳动力
市场的成本，对实体经济带来影响。

经过我们调研，觉得劳动合同法

促进了劳动市场力的规范和完善，保
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关系
建立在一个平等公正的基础之上，同
时它也赋予了劳动关系三方自由选
择的权利。

企业有很多方式降低成本
成都商报：如果降低企业缴纳的

社保，能使企业成本控制或降低吗？
吕国泉：免交社保，会给社会带

来很大隐患。我们也理解企业，实体
经济就是要降低成本，但是降低成本
有很多渠道，劳动力成本，包括社保

成本，经过我们测算，其实在企业总
成本里只占10%左右。你把劳动力成
本扣除了，也解决不了大问题。而通
过降低社保成本，只影响了劳动力成
本的2%，空间有限。

企业为什么不提高管理的成效，

提高劳动生产力，优化工艺？下一点
功夫，就可以节能降耗。所以我们觉
得既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企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还要体现劳动
者权益。降低职工待遇，不会是一个
解决企业困境的良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设高素
质的劳动者大军。要建成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如果仅仅满足日
常简单的劳动，想要达到全面发展，舒心
劳动，体面劳动，那是很难达到的。

劳动法应关注新兴就业群体
成都商报：新兴就业群体，比如

网约车司机还有一些其他灵活就业
的群体，如何保护这部分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吕国泉：网约车司机属于灵活就
业人员，属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的就业人员。我们对于他们的就业权
益高度关注，也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向

有关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金融平台经

济、分享经济、互联网+相关的就业
者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去年开展了第
八次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发现54%的
职工就业离不开互联网。新兴就业群
体初步测算是 6000 万人左右。我们
目前的职工，测算是3.9亿，新兴就业

群体占到六分之一。这部分群体，确
确实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给自己
增加了收入，提高了技能。但同时也
面临着市场不稳定、客户不稳定、自
己的收入也不够稳定还有劳动关系
难以确定这几个困境。

根据北京市总工会的统计，北京
市的专车司机只有12％左右签订了劳

动合同。这部分就业者与公司，到底属
于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从理论上、
政策上、法律上都没有得到确认。所以
从我们工会调研的角度，我们建议要
肯定网约车司机，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的积极作用，他们为促进社会发展，活
跃市场，满足用户需求作出了贡献，全
社会应该关注，尊重他们。

企业加班文化不应提倡

企业成本
“劳动力成本，包括

社保成本，经过我们测
算，在企业总成本里只占
10%左右。降低成本有很
多渠道，比如：提高管理
成效，提高生产力，优化
工艺……”

新兴就业群体
“包括网约车司机

在内的新兴就业群体，初
步测算是6000万人左
右，他们与公司到底属于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从理论上、政策上、法律
上都没有得到确认。”

吕国泉

成都，双创招聘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交流

王树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院长张忠阳：
2022年虹云工程将提供覆盖全球宽带移动通信服务

沙漠中海洋上
像家里一样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