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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不仅是一纸字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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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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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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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的

建筑业农民工却承受着最严重的欠薪和

工伤。建筑行业职工工伤发生率居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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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大家拿不到工资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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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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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过劳动合同

也形同虚设。

　　2013 年，我们再一次对全国建筑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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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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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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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已经开始落实劳动合同的北

京，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调

查表明，一半的工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

为霸王合同。北京劳动合同原件持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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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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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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制度依然顽固地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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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心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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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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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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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维权的道路依旧被堵死，工

人只能不得已走上暴力讨薪的不归路。

一首建筑工人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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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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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块，那么一个月不就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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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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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品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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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继续为资本增值贡献劳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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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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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天左右。但

他们只有口头协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工程进行到一半，劳务公司突然毁约，

要由自己的亲信接手，要求河南的工人

撤场。工人们要求按市面上木工的工价

开工资，但是专案部的人迟迟不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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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工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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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公务，抓走了 12 名工人，其中 6

人被拘留 5 到 15 天，他们在派出所都

遭到 殴打，放出来时身上带有伤痕。

还有一名工人被以“妨碍公务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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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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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业唯一的存在大面积欠薪的行业，

每年年底的讨薪者大多数是建筑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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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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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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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包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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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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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受伤导致右臀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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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撂下这样一

句话：“人家给你五万块钱私了，你为

什么不拿？你臀都没了，五万块钱你从

哪里挣啊！”在他最需要关心和支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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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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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劳动合同，受伤的工人有高达

78.1% 的工人选择了私了；而私了的物

件中有 64.3% 为劳务公司挂靠人或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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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工人实得赔偿与应得赔偿之间

的损失额超过 30% 的，占到样本总量的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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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工伤索赔程式拿到

自己全额赔偿的只有一例。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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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层层

分包的制度下，成为躲在生产链条背后

的最大的老板，但却成功地因劳动合同

的虚化，与一线建筑工人之间存在的事

实劳动关系进行了有效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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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关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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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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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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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将他们拒

之门外。可见，对四千万建筑工人而言，

最重要的莫过于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劳动

合同。在复杂的关系结构中，不是没有

法律保护他们，而是他们更需要能落实

法律的介入与正义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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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观察中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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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头到餐桌，中国粮食浪费达19％，其中消费者的浪费占7.3％。这些粮食浪费相当于浪费1350亿吨水、3.9亿亩耕

地。如果我们只讲供需，把浪费当消费，认为进口粮食就是进口土地和水，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有限资源下的可持续问题。如果

我们只讲经济逻辑，把粮食仅仅当商品，那么我们看不到国际市场的粮食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操控物件，看不到经济逻辑背后

的垄断问题，也就看不到依赖进口背后的自主性缺失问题。

她不顾自己年老体弱，

多年深入基层调研，发现和

培育了一批关心下一代的积

极分子。

她 热 衷 于 青 少 年 普 法

教育，亲手编撰多本普法材

料。    

她屡获殊荣，人们称她

为当代老人的楷模。

何 图 琴 ， 一 位 8 1 岁 高

龄的老党员，她用博大的情

怀，为法治社会塑造了一座

精神丰碑。

建 筑 工 人 是 广 大

劳动群众的一部分，然

而，在急需政府部门与

工会保护的情况下，他

们却集体缺席。可见，

对 四 千 万 建 筑 工 人 而

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给

他们一个真正的劳动合

同。在复杂的关系结构

中，不是没有法律保护

他们，而是他们更需要

能落实法律的介入与正

义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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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建筑工人
劳动合同的状况

退休24年情系青少年普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