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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劳动合同的中国梦 

— 2013 年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状况调研 
 

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吴琼文倩 

 

湖北来京打工的老李，蹲在工地门口，拼命抽着烟。他发愁着这

一年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拿到手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瘫在床上的母亲和忙了一年的媳妇、还在上学的孩子都在等着这笔工

钱过个年。可老李除了分包公司经理的一句“一定给大家工资”什么

保证都没有。 

2003 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为建筑工人讨工资的事迹温暖了无数

农民工的心；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建筑业追讨工资事情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越来越暴力。到了年关，讨薪的事情又如期在全国各地出

现。 

建筑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 30 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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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引擎。2012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 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突

破 10 万亿元大关，高达 117734 亿元，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推手。这样一个中国暴利的行业中，占中国农民工总量六分之一的建

筑业农民工却承受着最严重的欠薪和工伤。建筑行业职灾发生率居各

行业之首，死亡事故率仅次于采矿业。 

有几次，我们的调查小组在工地上听到建筑工人说，都说现在习

主席重视群众路线，希望他也能亲自到工地上来，了解大伙儿拿不到

工资的原因，同时也帮助工友们落实一下劳动合同，上社保，让干活

拿工钱有个保障。 

从 2007 年以来，我们“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就开始关注四

千万建筑工人的劳动状况，尤其是拖欠工资、工伤拒赔、维权无门等

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不与劳动合同没有落实紧密相关。建筑行业，可

以说是最需要劳动合同来保障工人权益的地方，最残酷的欠薪、最频

繁的追讨、最暴力的劳资纠纷，如此严峻用工形势，却往往缺失一纸

劳动合同。2011 年，我们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等高校师生力量对北京、重庆、上海、深圳四大城市的建筑工人生存

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收有效问卷 1064 份，属于有科学推论意义

的大样本），结果发现 75.6％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在签

订过劳动合同的工人中，65.6％的工人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签过

的劳动合同形同虚设。2013 年，我们再一次对全国建筑行业用工状

况进行调研与深度访谈，遍及北京、成都、武汉、郑州和沈阳等城市。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600 份，有效回收问卷 144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3％；除此之外，我们还走进工地、宿舍区，对工人进行了深度访

谈。 

 



 3

劳动者没有“劳动关系”的社会 

 

《劳动合同法》出台五年了，整个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依然凌驾

于法律之上，一线的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很少，各地平均签订率

只有 17.4％，其中成都为 14.5％，武汉为 12.1％，沈阳为 14.9％，最低

的郑州，只有 6.8％。相对比较高的北京，达到 32％，这和多年来工人

自身的努力抗争是分不开的。何正文是中国建筑业第一位追讨劳动合

同的工人。2009 年秋，他在工程做完后，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所

在的建筑公司和劳动监察站坚持依照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800 元∕月

支付。他深深感受到了这是建筑工人权利受到了严重侵害，于是挺身

而出，把建筑公司告上法庭，在他提出的诉求中，不仅包括工资，还要

一份劳动合同。他说，他不只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千千万万工人。 
 

图~1：各地建筑业劳动合同签订状况 

 
 

但是，已经开始落实劳动合同的北京，真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呢？我们调查表明，一半的工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为霸王合同。北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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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原件持有率是各城市中最低的，只有 10％，合同内容与实际相

符的比例在各城市中也是最低的，只有 40％。北京建筑资本与法律“躲

猫猫”的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除了指责建筑资本的狡猾外，相关职能部

门对此的纵容也是不可小觑的。荒唐的是，当工人维权时，相关职能部

门和司法部门竟然认可这种霸王合同，或者，如果没有劳动合同，他们

就认为建筑工和分包存在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承包关系，工人拿到的不

该是工资而是“劳务费”。这种说辞让工人哭笑不得 — 赤裸裸的雇佣

关系竟然逆袭成了假惺惺的劳务关系。如此看来，建筑工人依法维权越

来越难，基本没有出路。 

在《建筑法》颁布取消包工头十年后，包工制度依然顽固的存在，

包工头仍是建筑业施工的重要组织者，层层分包掩盖了工人的劳动关

系，本来应与工人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总包或分包却躲在包工头背后，

包工头变相成为成了工人心目中的“老板”。这便是劳动合同没有依法

落实的根本原因。同时它也造成了两大政府部门 — 建委和人保部 — 

互相推脱责任。资本和权力因而得以如此默契的配合，这在任何行业都

是罕见的。 

建筑业农民工的特殊性在于作为雇佣工人，竟然没法证明自身的劳

动关系。工人在追讨赔偿时，劳动部门第一时间就脱口而出：“你们到

底有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就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

系”，就等于无法追讨拖欠的工资。 

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劳动合同法》已经从保护工人的工具转变为建

筑业资本的逆袭手段。在没有改变层层分包制度的前提下，工地上要么

根本不给工人上劳动合同，要么就通过劳务公司让工人不得不签一份霸

王合同。面对这样的情况，依法维权的道路已经被堵死，工人只能不得

已地走上暴力讨薪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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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谁炒作出的高工资？ 

 

建筑工人工资低，粗茶淡饭穿破衣。一年吃的三年饭，三年陪

了一年妻。 

一首建筑工人打油诗 
 

近年来，关于“建筑工人高工资”的讨论广为流传，经常出现“建

筑业农民工工资月收入上万元”的报道。这其实是采访者对于建筑业用

工制度的无知造成的。在与建筑工人交谈薪酬待遇时，他们习惯于问他

们的月工资是多少，但由于建筑工作的不稳定性，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按

日计算的，每日工资会根据工作时间和强度有所不同。赶工的几天，日

工资就会上去一大截，达到三四百元，但日工作时间也会长达 14~16

个小时，而行业内往往没有加班费的概念。这正如被炒作的一位“万元

农民工”，记者正好在赶工期间问他工资是多少，他脱口而出一天两三

百块钱。记者掐指一算 —“一天三百块，那么一个月不就九千块，上

万了！”于是“万元农民工”就这样产生了。这样的假象脱离现实太远。

我们的调研发现，建筑工人 2013 年度的平均工价为 160 元∕天，干满

30 天，每月收入仅为 4800 元。工价最低的郑州，平均工价 136 元∕天，

最高的沈阳也只有 201 元∕天。可见网传的建筑工人高工资是不真实

的，甚至有炒作误导公众之疑。 

虽然绝大多数建筑工人一年到头都在外打工，基本没有家庭生活，

但近九成的建筑工人都是家庭经济支柱。家庭一年的总开支平均为 3.7

万。除了盖房子，主要用于子女教育、衣食开支和人情往来。这几年，

物价急速上涨，生活花销越来越大，建筑工人的相对工资的升幅显得微

不足道。我们发现，48.2％的建筑工工资增幅低于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涨

幅，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家庭一年下来是没有任何结余的。他们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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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苦劳动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以便继续为资本增殖贡献劳动

力。建筑工人只有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旦遭遇工钱拖欠，一家人的生活便陷入困境。 

 

埋下暴力讨薪的种子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从 2013 年调研总体样本来看，工地上按月结算

工资的比例仅为 19.9％，不足五分之一。成都和沈阳“按月结算”的比

例较高，而首都北京的比例最低，仅为 5.5％。在过去的一年，未经讨薪

而结清工钱的比例为 46.6％；其中郑州的比例最低。此外，有 12％的工

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可见，建筑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依然严重。同时，

我们对 36 起讨薪案件进行了跟进，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选择了寻

求劳动监察大队来维权，但无一例外，所遭遇的都是以最低工资结算。 

一队七八十人的河南籍建筑木工来到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做工，作为

技术活，木工的工价一般为 250∕天左右。但他们只有口头协议，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工程进行到一半，劳务公司突然毁约，要给自己的亲信

接手，要求河南工人撤场。工人们要求按市面上木工的工价开工资，但

是项目部的人迟迟不露面。这让工人们心急如焚，只能去找政府解决，

派出所却把他们赶回工地。劳动监察大队终于来到工地协调，建议按照

北京最低工资（1400 元∕月）来发放，这远远低于原定的工资。 

工人干了两个多月的活，没有拿到一分钱，心里本就急躁，听劳动

监察员这么一说，情绪一下被撬动，和他们吵了起来。一个劳动监察员

就近抓住一个工友的脖领，恐吓他一番，年轻气盛的工人一拍桌子，说：

“劳动局不给工人争取合理工资，却威胁人，到底有没有天理！”工友

们一下子情绪失控，把劳动监察员围起来，在混乱中扯破了他的上衣。 

警察随后赶到，调来 30 余名安保人员把工人分割包围起来，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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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暴力妨碍公务，抓走了 12 名工人，其中六人被拘留 5~15 天，他们在

派出所都遭到民警殴打，放出来时身上带有伤痕。还有一名工人被以“妨

害公务罪”刑事起诉，经社会工作者、法律援助站和工友们的努力，他

在关押半年后出狱。最后，在劳动部门的协调下，80 名工人也只能拿

到北京当年最低标准的工资。 

可这不是极端的案例，过去的一年，工人因无法依法维权而被迫选

择以暴力方式来向施工方或政府部门施压，最后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

或“聚众闹事”等名义入罪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从讨薪所花费的时间来

看，超过一个月的比例高达 31.6％，有些案例甚至长达数年。讽刺的是，

建筑业用工环境逼得工人必须掌握两门技能 — 做工的技能和做完工

后讨薪的技能。 

《劳动合同法》自 2008 年施行，走到今天，中国四千万建筑业农

民工，仍无法获得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实在是悲哀而荒唐。建筑业依

然是全国各行业唯一一个存在大面积欠薪的行业，每年年底的讨薪者大

多数都是建筑业农民工。 

 

工伤累累，赔偿无门 

 

如果说建筑工人暴力讨薪已经是一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问题，那

么建筑工地上处处存在着的工伤隐患却少有问津。到了年底，拿不到工

资的工人足以让人心酸，那些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而拿不到合理赔偿更加

是求助无门了。目前，社会保险在工地的覆盖率仍然非常低，58.5％的

工人明确表示在工地做工时没有任何保险。建筑工地是安全事故发生率

最高的行业之一，但工人办理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 7.0％。 

在调查中，有些地方政府为提高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规定总包企业

在开工之时要为工人趸交工伤保险。由于工人不能与总包建筑企业存在



 8

“劳动关系”，这样一来，一旦发生工伤，总包建筑企业完全可以不为

工人的工伤负责任，而分包公司或劳务公司又往往无法利用总包建筑公

司缴纳的工伤保险，受苦的只有工人自己。 

这已经成为建筑工地的通行法则，总包公司之所以在开工前趸交工

伤保险，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当工人出现工伤问题后能够及时理赔，而是

为了取得住建委的开工证。一个上千万的工程，工伤保险只是趸交几万

块钱，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2012 年，河北工人樊师傅在工作时从高处坠落，严重受伤导致右

肾切除。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上社保的他完全没有得到基本的劳动保护。

劳务公司提出以五万元和他私了，这让他根本无法接受。事实上，他的

包工头就是他的亲哥哥。作为樊师傅与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最重要

证明，哥哥在他与劳务公司的协商和谈判时缺席，甚至撂下了这样一句

话：“人家给你五万块钱私了，你为什么不拿？你肾都没了，五万块钱

你从哪里挣啊！”在他最需要关心和支持的时候，哥哥最关心的不是他

的伤情，而是担心是否会影响到拿到工程款。正是因为劳动合同的缺失，

就连最宝贵的亲情关系也被破坏了。 

这并不是包工头的个别选择。其实在调查中我们遇到了支持并陪同

工人维权的包工头，他们的义气却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六个支持工

人维权的包工头中，三个工程款遭遇了克扣与拖欠，三个遭到了劳务公

司的雇黑报复，一个胳膊筋脉被砍断，一个被砍得浑身是伤，肘关节软

骨组织被削去，仅腰部被砍的一刀就缝了 28 针……这一切，造就了一

个暴力的社会。 

从调查来看，超过五分之三的人认为“劳动关系认定”是工伤赔付

最重要的难点，劳动合同的缺失让受伤工人难以跨过第一步，而建筑行

业的资质挂靠与层层分包又让工伤赔付难以执行，而且当工伤伤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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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企业若与你玩起工伤拒赔的法律游戏来，法院一审、二审和执行

难的问题足以让维权工人万念俱灰了。 
 

图~2：建筑业工伤维权难点 

 
 

没有劳动合同，受伤的工人有高达 78.1％的工人选择了私了；而私

了的对象中有 64.3％为劳务公司的挂靠人或包工头。总包或分包公司并

未因为工伤事故而遭受损失。工伤维权实在是一个折磨人意志的艰苦过

程，所有样本中，只有两例走到了维权的最后。 
 

图~3：赔偿损失率差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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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工人实得赔偿与应的赔偿之间的损失额超过 30％的，占到样

本总量的四分之三，损失额超过 60％的样本数量占全部样本量的一半

还多。损失率 100％，即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的甚至占到 13.7％。所有维

权的工人中，只有两人拿到自己应得的工伤赔偿，而通过工伤索赔程序

拿到自己全额赔偿的只有一例。 

 

结语 

 

这些年，随着资本对农村土地的卷入，大规模的圈地进一步了剥夺

他们除建筑行业以外的生计。对建筑工人家庭而言，土地本是重要的生

活资料来源，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得不脱

离农村和土地，成为彻底的无产者。然而进城打工，一年平安走到头，

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拿到钱，更加是幸运儿，终于可以和妻儿过

一个开心的团圆年。 

建筑业的大款们，当然可以过个肥年，享受着劳动者辛勤付出的劳

动成果。今天，在资本垄断的形势下，建筑业的大款们可不是包工头或

是劳务公司，而是高高在上的建筑业国企，它们垄断了大小城市的建筑

工程，无论是奥运场馆、地铁工程、政府大厦、酒店、商业大楼、工业

区、商品房和保障房等等。在层层分包的制度下，建筑业国企往往是最

大的老板，可是，他们却能够躲在生产链条的背后，掩盖着与一线建筑

工人的事实劳动关系。 

今天，大家常常误以为是工人巨大的流动性，不断轮换工地和包工

头，才使得劳动合同无法落实，劳动关系没有确立，工人权利无法保障。

无论是暴力讨薪或是工伤拒赔，如果我们只把焦点对准包工头，而不是

真正从中获利的总包方，就是把问题转移了。劳动合同不仅是一纸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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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将一线的劳动者与后台的大老板们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依据。只有与

有实力的总包方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才不会成为散落在不同工地不受保

护的碎片，才能建立一个固定的劳工关系，无论工人干到哪里，都有一

张真正的安全网。 

在急需政府部门与工会保护的情况下，他们却集体缺席。建筑工人

是广大劳动群众的一部分，然而，当他们权利受到侵害上门求助的时候，

却借没有劳动合同之故，将他们拒之门外。可是，劳动合同没有落实，

到底又是谁的责任？对四千万建筑工人而言，群众路线就是给他们一个

真正的劳动合同。 

建筑工人，只有一个朴素的的梦想，就是年终了，不要给拖欠血汗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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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政协会议提案正文： 

 

坚持走群众路线，实现建筑业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的中国梦 

 

【提案背景】 

建筑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 30 年来成为推动经济发

展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引擎。2011 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突破十万

亿元大关，高达 117734 亿元；2013 年，建筑行业的全年经济产值预计

将达到 16.4 万亿元。然而，作为我国建筑业的主力军，占中国农民工

总量的六分之一、总数达四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却承受着最严重的的欠

薪、工伤事故和职业病伤害。侵犯建筑业农民工权益的行为之所以如此

严重，根源在于绝大部分建筑业农民工缺乏一纸证明劳动者身份、规范

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 

对于四千万建筑业农民工而言，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是给他们一份

代表劳动尊严的劳动合同；实现中国梦，就是给他们一张能保障劳动权

利的安全网。 

 

【案由】 

一、严峻的形势：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 

签订率保持低位，并且日趋恶化 

 

劳动合同制是保护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一项基础制度，1995

年开始施行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凡是建立劳动关系都应当订立劳动合

同，而 2008 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为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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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法权益提供了更系统的法律支持。然而《劳动合同法》出台六年了，

整个建筑业的用工问题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一线的建筑业农民工签订

劳动合同的比例依然很低，甚至有日趋恶化的迹象。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牵头的“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近年来对全国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进行了大规模

的问卷调研，遍及东部、中部、西部几大城市。2011 年的全国调研报

告显示，75.6％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

同的样本中，63.6％的农民工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签订过的劳动

合同“形同虚设”；2013 年的全国调研报告显示，82.6％的建筑业农

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在重庆、郑州、武汉这几个工地数量激增

的城市中，不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 94.5％、93.2％、87.9％。劳

动合同签订率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增反降”的怪相，

充分说明了建筑业农民工越来越难争取一份明确规定自身劳动权利的

劳动合同。 

一纸劳动合同背后的意义极其重大：代表着建筑业农民工与建筑公

司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代表着建筑业农民工按时获得劳动报酬、

享有社会保障关系、出现工伤事故或职业病时依法获得赔偿救济等劳动

权利受到合法保护。劳动合同就是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安全网，缺乏这

层保护网则带来以下两大严重的建筑业用工问题： 

 

1、农民工工资被长期地、严重地拖欠：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的调研报告显示，2011 年依照劳动法

律规定按月结清工资的建筑工人只占 28.1％，41.2％的建筑工人有过工

资被拖欠（指工程结束后或年底工资未及时结清）的经历；2013 年依

照劳动法律规定按月结清工资的建筑工人只占 19.9％（北京、武汉、郑

州三个城市按月结清工资的比例更是只有 5.5％、9.5％、10.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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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工人表示过去一年的工钱没有结清，在拖欠工资的个案中甚至有

10.5％的工人表示“全部工资款仍被拖欠”。建筑公司普遍不依照劳动

法律规定按月给农民工支付工资成为建筑业的“潜规则”，催生农民工

工资被长期、严重拖欠的顽症。 

正是由于劳动关系不被承认，催生了违法的建筑业用工环境，逼使

建筑工人必须掌握两门技能 — 做工的技能和做完工后讨薪的技能。 
 

2、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率低，工伤维权、职业病维权遭受“二次

伤害”：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的调研报告显示，2013 年只有 7％的建

筑工人表示工地为他们上了工伤保险，也只有 12.5％的建筑工人表示工

地为他们上了意外伤害保险，这表示大约八成的一线施工农民工缺乏任

何形式的有关职业安全的保险，国家大力推行的工伤保险救济制度对于

他们而言形同虚设。当工地发生安全事故时，建筑业农民工往往难以及

时获得相应的工伤救济，甚至走完整个工伤维权程序仍无法足额获得依

法享有的工伤赔偿待遇，工伤维权成为“二次伤害”。常年从事一线建

筑工服务工作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其接触

过的 73 个建筑业农民工职业灾害案例中，高达九成的个案中农民工无

合同无保险，并遭受建筑公司的“工伤拒赔”、高达 78.1％的工人由于

维权程度太繁琐、耗时太长而选择私了、索赔损失率在 60％以上的工

人比例高达 56.2％，实得赔偿与应得赔偿之间差距小于 10％的只占

2.7％。 

正是劳动合同的缺失导致建筑公司没有为建筑业农民工缴纳工伤

保险，而工人在工伤维权和职业病维权中又得遭遇“劳动关系难认定”

的难题。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被承认形成了遭受职业灾害的农

民工无法获得依法救济的“死循环”。2009 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

140 名罹患尘肺病的湖南张家界籍风钻工的依法维权事件，其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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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绝大多数患病工人未能获得法定的赔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在

于他们与深圳十多家爆破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不被承认。 

 

二、迫切的需求：建筑业农民工希望落实劳动合同， 

劳资关系恶化问题亟需解决 

 

1、建筑业农民工在主观上希望落实劳动合同 

有部分人认为建筑业农民工只需要工资，不需要一份劳动合同，甚

至认为建筑业农民工自认为包工头打工，不考虑与建筑公司间存在劳动

关系。这种观点与建筑业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完全不相符。“关注新生代

农民工计划”的调研报告显示，建筑工人认为包工头是劳动合同的订立

主体的错误认知率已经由 59.9％（2011 年数据）降至 26.8％（2013 年

数据），认为工人应该与劳务分包公司或总包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

比例达到 34％，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已经认识到包工头不再与

他们发生劳动关系，他们认清了其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应当为相关的建

筑公司。另外，新生代农民工（1980、90 年代出生）更倾向于直接与

总包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有这种想法的比例达到 23％，明显超过

老一代建筑工人的认知。 

通过以上调研数据可以做出以下结论：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建筑

业的劳动生力军，越来越多的建筑业农民工希望落实劳动合同，并且

充分认识到落实劳动合同对于解决欠薪、工伤、职业病等问题的重要

性。四千万建筑工人都说现在习主席重视群众路线，希望他能亲自到

工地上来，了解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的原因，同时也帮助农民工落实一

下劳动合同，上社保关系，让干活拿工钱有个保障。 

 

2、建筑业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在客观上需求落实劳动合同 

过去 2013 年，工人因无法依法维权而被迫选择以暴力方式来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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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或政府部门施压，最后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或“聚众闹事”等

名义入罪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从讨薪所花费的时间来看，超过一个月的

比例高达 31.6％，有些案例甚至长达数年，农民工的讨薪事件极其容易

转化为信访事件。另外，施工方对讨薪农民工施加暴力、打伤农民工的

事件同样发生了多起，而其中几起更存在地方公安“为虎作伥”刁难讨

薪农民工的恶劣情况，如 2013 年 12 月 13 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

《讨薪的遭遇》中涉及的莱芜公安伙同工地老板捏造工资收条，以寻衅

滋事罪批捕讨薪农民工的事件，以及同样发生于 2013 年年末，江苏连

云港农民工讨薪不成被打住院的事件。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2013 年建筑业领域的劳资关系逐

步恶化、劳资双方的行为逐渐暴力化，农民工的依法讨薪行为极其容

易转化为治安事件。劳资关系恶化、行为暴力化的原因在于劳资双方

无法通过和平的法律途径处理纠纷，而劳动合同的缺失、农民工与施

工方的劳动关系不被承认则是制度化的纠纷处理方案无法形成的根

源。因此，基于建构和谐劳资关系的需要，落实建筑业的劳动合同工

作刻不容缓。 

 

【委员建议】 

要落实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工作，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严肃查处建筑业的违法转包行为，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建筑法》明文规定禁止建筑总承包公司转包工程，但在建筑工地

上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层层转包的现象，却极少听到有公司因此受到处

罚。有鉴于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强化监管功能，严肃查处建筑行业

层层转包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采取降低资

质等级、取消施工许可证等手段从严处罚违法转包行为。只有杜绝建筑

业的违法转包行为，才能真正的规范建筑业农民工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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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切实落实劳动合同制度。 

 

2、落实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并采取建筑业劳动合同登记备案制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应该加大力度落实《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要求建筑公司（总承包公司或专业分包公司）在施工前必须与进入工地

的建筑业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并要求建筑公司承担起将签署的劳动合

同在人社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义务。 

 

3、出台相关的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建筑业农民工与建

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 

在缺乏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当建筑业农民工出现工资拖欠、工伤、

职业病等情况时，其维权的首要困难在于证明其与具体的建筑公司间存

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然而，在行政和司法实务中，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和法院往往以建筑业农民工由包工头招募、直接管理和支付工资为

由，否定其与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社会保险关系。有鉴于此，

人社部门或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出台相关的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明确承

认由包工头招募和管理的建筑业农民工与建筑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

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不得以与包工头的劳务关系替换与企业的劳

动关系，真正解决建筑业农民工依法维权的制度阻碍。 

 

4、设立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支付专用账户，落实建筑工人工资月

付制 

住建部和人社部应该下发有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管理的办法，要求

施工总承包企业设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并按劳动法相关规

定落实建筑工人的工资月付制，明确规定建筑公司必须使用专用账户的

工资月付制。只有设立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和落实工资月付制，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建筑业领域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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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动工地上的工会组建工作，承担起代表和维护建筑农民工劳

动权益的职责 

中华全国总工会切实解决“农民工入会难问题”，大力推动工地上

的工会组建工作，设立“建筑业农民工工会”，通过工会系统监督建筑

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职业安全培训、发放

劳保工具等工作，并在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提供支持

和援助，介入农民工的维权纠纷，避免维权事件的暴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