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注 视点

有人没拿到 有人不知道
——高温津贴落实调查
合理。”广东某国企员工柳女士

·

说。记者了解到，
湖南现行高温
津贴标准制定于 2005 年，每人

每月 150 元；
河南则执行 2008 年
制定的每人每工作日 10 元的高
温津贴标准。

专家建议加强监督
多 年 来，高 温津贴的落 实
一直是个难题。多名受访者
认 为 ，需 加 大 监 督 检 查 力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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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
的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强对
劳动者的政策宣传，提高他们
的维权意识。
广东省社科院法律与治理
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
硕说，
有关部门每年都会进行相
关执法检查，
建筑、餐饮、快递等
行业的问题比较突出，
应将这些
（漫画配图）
热！热！热！7 月 12 日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陷入持续“蒸烤模式”，南北方大范围地区最高气温

行业作为重点进行监督检查，
严
肃查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
行为。
有专家建议，应该健全、完

达 35℃以上。近期，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防暑降温措施应对，尤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放到位。

善职工高温津贴制度，
及时适当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地方在政策落实上还不到位，有一些户外劳动者表示并未拿到高温津贴，有的

调整高温津贴标准，
通过工会等

地方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

协助劳动者与企业平等协商，
把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等写进劳动
合同。
记者注意到，
天津市已经建

多地下文应对高温
根据 2012 年出台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
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

从 7 月 3 日起，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
高温津贴规定等内容开展专项
检查。与此同时，河北、福建、天
津以及哈尔滨、济南等地均下发
通知要求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

天作业的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增
加 0.5 元 ，即 由 1.5 元 调 整 为 2
元；
没有防暑降温设备或有防暑

降温设备但达不到降低工作场
所温度效果的室内劳动者，
每人

每小时增加 0.5 元，即由 1 元调
整为 1.5 元。

不发津贴现象仍在
记者采访发现，
高温津贴不
发放的情况仍存在。在炎热的
杭州地铁 6 号线奥体中心施工

现场，记者采访 37 岁的宁波人
徐前，他负责现场的挖掘机调

度。6 月份，他拿到了 500 元的

位管理员说：
“ 给不给还不是老

立起高温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

板说了算。”

机制。即把上年度的职工月平

不按时、不按标准发放高温

均工资除以职工月平均工作天

据了解，2016 年夏天，在东部某

年度，
天津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位夏季防暑降温政策法规执行

温津贴标准为每天 29 元。

津贴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存在。 数 21.75 天，再乘以 12%。2016
个副省级城市集中开展用人单
情况的专项检查中，
劳动保障监
察部门发现，
有的单位高温津贴
没有随 6、7 月份的工资一起发

放，而是要等到 9 月份时集中发

放；
有的单位不了解新的高温津
贴发放标准，
仍然按照旧标准进
行发放。

权益。
此外，有专家提出，除了发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要求，日

些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
变，
未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天

地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因此，高

贴。贵州人代群是工地的保洁

气情况进行调整。

温津贴发放的时间、周期、标准

清洁工，
她说并不知道高温津贴

并不统一。

如何发放，
目前只有一天领到两

在 6 月至 8 月或 9 月之间，海南

参与讨论，更好地保护他们的

劳动者的作息时间。按照《防

上，一些杂工却未领到高温津

瓶盐汽水降暑。

证会，让更多高温下的劳动者

放津贴，还应科学调整高温下

高温津贴。但是，
在同样的工地

在发放时间上，
多数省份是

黄 硕 表 示，高 温 津 贴 标 准

如何制定和调整，应当举办听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

记者采访发现，
由于我国各

对工作。

5265 元，以此推算，2017 年的高

例如，
广东现行的高温津贴

标准制定于 2012 年，每人每月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35℃ 以 上 、37℃
以下时，企业应当采取换班轮

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
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

150 元。事实上，早在 2007 年， 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但记者采

则是从 4 月至 10 月，福建是从 5

广东便出台《关于公布广东省高

访发现，仍有很多工地为了赶

过。”老段是北京前门大街上的

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室外作业

工期，让工人顶着烈日酷暑加

贴。在发放周期上，
有的是按月

月拿 3200 元的工钱。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月至 9 月，其间均可发放高温津

发放，有的按日计算发放，而河
北省则按照小时计算。此外，多
数地方的发放标准是每月 200

多元，广东为每月 150 元，最高
的是天津，每月 630 多元。

“什么叫高温津贴？没听说
一名保安，每周工作 7 天，一个

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了数

名建筑工人、快递师傅、停车场
管理员等户外劳动者，
他们中的
很多人表示没有拿到高温津
贴。有的说不了解相关政策，
有

及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50

重庆市安监局总工程师何

100 元。记者对比两个文件发

建平认为，
对于违反国家劳动保

现，
除了将室内外高温津贴标准

障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工作时

调至一致外，
津贴标准始终停留

间、工资和津贴规定，侵害劳动

在最高 150 元的水平。

“10 年前买一瓶矿泉水五

河北近期宣布，
调整夏季高

的说知道政策却并不敢向领导

毛钱，
现在涨到两块钱。但高温

温津贴试行标准，即从事室外露

要。在北京西城区某停车场，
一

津贴的标准却一成不变，
这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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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劳动保障权益的用人单位要
依法责令其改正并给予严厉的
惩戒。

顾问律师：廖泽方、卢盛宽、严林福等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