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3年3月4日 星期一 编辑：刘春雷 美编：金红 组版：秦川 C07今日济南

城事

2013年3月4日 星期一 编辑：刘春雷 美编：金红 组版：秦川C06 今日济南

全福立交桥下等活儿的
要求高限制多农民工不愿去，正规职介机构显得有些冷清
文/本报记者 修从涛 穆静 实习生 刘旭 王慧 张露 王君庆 图/本报记者 修从涛

●马路市场火爆：

不到5点来等活儿

有来招工的就围上去

“你招什么工？招多少人？给多
少钱？”2月28日上午9点，记者刚走
进全福立交桥下的马路劳务市场，
立刻被团团围住，在此等活儿的农
民工们将记者当成了招工的，迫切
地追问。等活儿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每天早晨不到5点就要过来等活儿，

“五六点钟是来招工最多的时候，等
活儿的人太多了，来晚了就很少能
碰到招工的了。”

除了全福立交桥下，在经八路
西头、经六路与二环西路交叉口、工
业北路与朝山街交叉口附近的一些
立交桥和广场周边，都有大量民工
聚集，自发形成了马路劳务市场，这
些马路劳务市场从正月初四左右就
已经开始有人来等活儿，少的有200
多人，多的有600多人。“过完正月十
五，工地也要开工了，来找活儿的就
更多了。”等活儿的李女士说，再过
三四天，全福立交桥下全都是等活
儿的人，“最多能达到上千人，走都
走不动。”

记者在各处马路劳务市场看

到，在这里等活儿的人既有年轻人，
也有年纪较大的，不少人手里还带
着干活儿用的工具。来自商河的瓦
工刘先生随身带着砌砖用的小铲
子，他说，“带着家什看到招工的直
接就能去干活儿，不用耽误时间，机
会不等人。”

在经八路西头的马路劳务市场
上等活儿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比
较希望能够找到保安、建筑工等工
种，每到没有工作时，他都会到这里
来等活儿，“在这里也不是太好找，
一般要等半个月才有合适的工作，
有一次我等了3个月才找到工作。”
10时许，一位来招工的用人单位负
责人刚一下车，王先生就和工友们
一起蜂拥上去，“你招什么工？招多
少人？给多少钱？”

不与用工单位签约

希望工资日结

在与用工单位的谈判中，除了询
问工种和工资待遇，农民工们最关心
的问题是工资多长时间结算一次。

“最怕的就是不给钱，工资日结最好，
最多不能超过5天，欠工钱5天以上
就要考虑还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从
济阳过来找工作的高训胜说。

不少农民工有过被用工单位拖
欠工钱的经历。高训胜告诉记者，
2012年他曾经给一家工地干活，后
因工资拖欠了9天他就没有继续干
下去，“那些接着干下去的，结果欠
了1万多块钱，现在也没给。打了白
条也没用，人家就说没有钱。”对于
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利益，
不少人表示，自己是打零工的，没有
用工单位同他们签合同，即使出现
问题自己也拿不出什么证据。

按天计酬，见活议价，完工收
钱，是“马路零工”的计价方式，是否
与用工单位签合同不是重点。而一
些用工单位担心留不住工人，有的
提出扣押1或2个月工资的要求，往
往引不起民工们的兴趣。

●正规职介冷清：

空岗职位两万多

职介大厅空荡荡

与这些马路劳务市场的火爆场
面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正规职介机
构里较为冷清。2月28日下午2点，
记者来到位于七里河路的济南人力
资源市场，只见职介大厅的LED大
显示屏上不断滚动着一些用人单位
的工种、工资待遇和招工数量等信

息，在屏幕前的几排座位上，只有3
人在查看相关的空岗信息。而在大
厅的服务窗口处更加冷清，只有1名
求职者在登记个人信息。

记者走访市内多个区级人力职
介中心发现，前去找工作的人也十
分稀少，有的职介中心甚至空无一
人。不仅如此，一些私人职介所和代
招工机构内，人数也不多。有职介机
构负责人介绍，他们曾尝试通过印
制招工宣传单的方式将招工信息发
布到一些马路劳务市场，“但过来的
人还是不多，有的直接石沉大海。”

据济南人力资源市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春节后至2月底，在人力资
源市场里登记的有 2万多个空岗，

“平时来找工作的相对较少，最好的
招聘模式是通过举办招聘会的方
式，每个周市场里至少要举行两次
规模较大的招聘会。”

要求高限制多

农民工不愿进职介门

职介机构既然有这么多空岗信
息，农民工为何不愿来求职？农民工老
刘告诉记者，“有些中介不靠谱，从他
们那里找工作要交中介费，而且要提
成。有时候交了中介费，几个月不给介

绍工作。”据一些有经验的农民工介
绍，中介费一般在100元以上，有的中
介提成占到工资的一半还多。“在马路
上找工作，面对面地谈更直接，不靠谱
的就干脆不去。”有农民工表示。

也有一些希望通过职介机构找
工作的农民工，但由于受一些条件
的约束，往往难以实现目的，最终不
得不回到马路上来。从商河来的邹
先生今年50多岁，是一个地道的农
民，“像我这个年纪，基本上没人愿
意要，去职介所人家要你填表格，我
又没什么技术，就是靠干体力活挣
钱，职介所没有这种工作。”邹先生
认为，职介所里找工作的都是些有
文化、年纪轻的大学生或技术工。

此外，也有一些农民工表示，他
们只是在农闲时出来打零工，职介
所的工作多数是长工，“在职介所找
到工作要签合同，到了秋收还要回
家收粮食，万一签了之后人家不让
走怎么办？”

记者翻阅济南人力资源市场近
期举办的几场招聘会中的用工职位
发现，多数职位是客服销售、仓管钳
工、保洁家政等，装修及工地上各类
短期零工较少。济南市劳动就业办
公室、济南人力资源市场处长韩乃
忠也表示，相对于马路劳务市场，正
规职介机构多以招聘长工为主。

济南市劳动就业办公室、济南
人力资源市场处长韩乃忠介绍，求
职者到济南市人力资源市场、济南
市人才市场以及各区县的就业服
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获得用工信
息都是免费的，“不但找工作不用
花钱，招工单位来招工登记信息也
不花钱，双免费。”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到正规
职介所找工作的农民工，可享受职
业介绍、职业指导和相关咨询服
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可以享受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等一系列优惠

政策。
“除了平时在各职介大厅发布

空岗信息外，人力资源部门每周还
要举办几场招聘会，另外，一些招
工时间较长的用工信息还将在网
上公布，在各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中心可以查到全市的用工信
息。”韩乃忠表示，由于通过正规职
介登记的招工单位需提供营业执
照等信息，并且与求职者达成用工
意向时需签署劳动合同，因此用工
信息比较可靠，发生纠纷的几率也
较小。

由于正规职介部门对济南的
零工市场参与较少，尤其多数职介
部门和用工单位很难满足求职者
工资日结的要求，因此，一些为用
工单位提供代招工服务的企业管
理服务公司应运而生。然而，这类
机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2月28日，在全福立交桥下的
马路劳务市场上，一家来自广州的
为企业提供代招工服务的公司，正
在向工人们发放招工宣传单。该代
招工机构负责人陈先生介绍，“工
人从我们这里找工作不需要花钱，
我们给企业代招工，企业给我们管
理费。”据陈先生介绍，由于打零工
的工人要求工资日结或者几天一
结，公司通过垫付方式按工人要求
发放工资，等用人单位给工人发工
资的时候，再扣除。同时，陈先生还

介绍，“针对打零工的人不愿与用
工单位签长期合同，可以与我们签
订一个协议，我们保证可以随时走
人，工资一日不欠。”

据了解，由于代招工企业与用
工单位还将签订相关协议，同时为
工人购买意外保险，一旦工人发生
工伤意外，可以及时赔付。“去年我
们给4家企业代招工，去外地工作的
员工流失率很小，但是在当地的企
业流失率达到90%。”陈先生介绍，
2012年其公司亏损近20万元，“今年
效果要好很多，有希望扭亏为盈。”

然而记者在发单现场看到，尽
管不少农民工抢着看招工宣传单，但
愿去代招工机构了解相关职位的仍
属少数。据了解，在济南工商部门注
册的类似提供代招工服务的企业约
有1300家，而实际运营的不到10家。

马路劳务市场的存在给不少农
民工带来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同时
也具有一些风险，并且给城市管理
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天至少要捡4大垃圾桶。”负
责全福立交桥下环境卫生工作的环
卫工人曹炳焕介绍，找工作的人多，
吃饭喝水产生的塑料袋和垃圾瓶再
加上乱扔的烟头，让他的工作量比
别的路段要重很多。

2月28日，记者在全福立交桥马
路劳务市场看到，由于大量人员聚
集，一些小摊贩也前来凑热闹，卖煎
饼卷的、烤鱿鱼的、卖汉堡的……小

商贩的三轮车将原本就拥挤的道路
变得更加拥挤，“这里是个公交车
站，本来车就多，人一多就容易发生
交通意外。”现场执勤的协管员说。

除了环境卫生和道路交通问
题，马路市场也给附近治安造成较
大压力。“立交桥南边是济南本地
人，北边的是外地人，有时候他们抢
活儿打群架。”曹炳焕告诉记者，年
后就有好几起打架的。据全福派出
所工作人员介绍，立交桥下的马路
劳务市场是重点关注区域，常有因
为打架而被拘留的人。

由于造成的城市管理问题较

多，一些马路劳务市场被取缔。2010
年3月，位于张庄路至经六路西段二
环西路西侧的“济南西部最大马路
劳务市场”被取缔，但近日记者探访
发现，大量农民工又开始来此找活
儿，给周围交通带来不便。

“这种情况只能逐步疏导、引导，
马路劳务市场是长期形成的，尤其适
合想打零工的，今年将对马路劳务市
场进行规范。”2月27日，济南市就业
办副主任丁麟宏在做客本报热线时
表示，今年将对马路劳务市场出台标
准，规范整顿，目前已开始在一些县
区搞试点，经验成熟后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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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代招工企业到马路劳务市场发放用工信息。

农历正月十五刚

过，不少农民工开始

返城找工作，与此同

时，一些用工单位也

纷纷通过各类职介机

构招工。然而，近日记

者调查省城各类职介

机构发现，由于前来

找工作的人少，空岗

职位达到2万多个；相

反，在一些马路劳务

市场上，农民工却扎

堆，等待用工单位前

来招工。一边是用工

单位招工难，另一边

却是农民工找活难，

由于各种原因，多数

农民工不愿进职介机

构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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