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前，网络上一条“西安钟
楼卖水老人疑遭城管执法队员
殴打”的微博经过转发引发社会
关注。 涉事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回
应称，“经过调查，打人者系西安
市碑林区城管局执法一中队公
益性岗位管理人员”， 这样的回
复不禁令公众大跌眼镜。

继之前一些部门或单位在
出事后往往惯用“临时工”、“实
习生”而被网友诟病之后，现在
西安城管用“公益性岗位”一词
来作解释，此词即刻成为热点词
汇。 让这些表述身份的词汇用来
应对事端现场，很多人表示不能
接受这种解释，那什么是“公益
性岗位”？ 这些岗位就业现状又
是如何呢？

打人者的身份

微博网友“努力把青春过的
像个样”6 月 14 日发布一条微博
称，“当天 17 点 30 分左右，在西
安市钟楼开元门口车站，三名男
子对一位推小车卖水的老奶奶
破口大骂之后大打出手，其中一
位男子将老奶奶的小车踹倒然
后将老奶奶推倒在地，最后三人
扬长而去， 老奶奶最后一人起
来， 路人帮忙把散落在地上的
水、小车扶起。 ”

随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此条微博被大量转载。

6 月 22 日，西安市碑林区委
宣传部针对此事做出了情况说
明， 碑林区委宣传部称：6 月 22
日上午，西安市碑林区执法局到
事发地碑林区柏树林地区东大
街段， 进行走访并找到当事老
人，经老人指认，三名当事人系
碑林区执法一中队公益性岗位
管理人员，并确认在正常执法过
程中有不文明执法、粗暴执法的
事实。

目前，碑林区城管执法局按
照相关管理办法，已对三名当事
人进行了开除处理， 对管片干
部、带班副中队长及中队长给予
纪律处分，同时执法局局长及分
管副局长向区委、区政府做出深
刻检讨，区委决定由区纪委对该
局局长、分管副局长进行诫勉谈

话，并要求区执法局主要领导上
门道歉，积极协调柏树林街道为
老人生活提供帮助，并立即在全
局开展“作风纪律、文明执法”专
项整顿，以杜绝不文明执法现象
再次发生。

何为“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岗位”让人感到陌
生并不稀奇，它是就业工作中出
现的新名词概念， 最早出现在
2002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简称中发[2002]12 号）中。 该通
知中第二点“努力开辟就业门
路， 积极创造就业岗位” 的第 5
项中明确表明，要在第三产业中
开发“公益性岗位”。

从 1998 年起，为了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 促进生产力发展，我
国实施起了“鼓励兼并、规范破
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
就业工程”和建立国有企业下岗
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
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三条保障线”等政策措施，
确保了绝大多数下岗职工的基
本生活和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再
就业，但仍有部分下岗失业人员
有就业困难，焦点集中在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上。 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 中央出台（中发[2002]12
号）文件规范就业。

该通知具体为：大力发展第
三产业，继续拓展商贸、餐饮等
传统服务业领域的就业渠道，努
力发展旅游业增加就业，尤其要
积极开发社区服务业的就业岗
位，重点开发面向社区居民生活
服务、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勤保障
和社区公共管理的就业岗位以
及清洁、绿化、社区保安、公共设
施养护等公益性岗位。

而对于公益性岗位的解释，
劳动保障部《关于开展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
厅发[2003]4 号）说：“主要由政府
出资扶持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
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
类岗位。 ”

对于这一岗位的就业群体

对象和时间也给出了详细界定，
岗位一般合同期限签订为三年。
七类群体都可以成为就业对象，
他们分别是城镇下岗失业人员
中的“4050”人员；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且失业 1 年以上、
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夫妻双方
均为下岗失业人员；家中两代人
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抚养子女
的单亲下岗失业人员和夫妻一
方无业另一方为城镇下岗失业
人员；应届大学毕业生；有就业
愿望而未就业的残疾人。

目前，公益性岗位的普遍解
释为，指城市公共管理和涉及居
民利益的非营利性的服务岗位。
这其中包括各级政府投资开发
的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公共设施
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停
车看管等，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
后勤服务岗位，以及适宜就业困
难人员再就业的其他公益性岗
位。 主要是指由政府出资扶持或
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
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用来
优先安置大龄就业对象就业的
社区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岗位”的就业尴尬

“前几年想着招聘应届高校
毕业生，当时来了一个孩子干了
不足 2 个月走了， 嫌岗位要求
低、收入少、没发展，这本身也是
一种临时性就业。 现在我们这种
岗位基本都面向 40 岁左右的女

性和 50 岁左右的男性来招聘，
这个岁数的人不怎么挑剔，能有
活干就很好。 ”湖北省公安县斗
湖堤镇镇委副书记朱文春对《公
益时报》记者表示。

根据公益性岗位就业群体 7
大类界定对象，应届大学毕业生
虽然在列，但和二、三线城市一
样，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设立
的公益性岗位也未能得到大学
毕业生的青睐。

“我们基本招聘的都是 40、
50 岁想再就业人员，对于大学毕
业生虽然有招录政策，但基本我
们都不会选择招聘，大学毕业生
来这种岗位有点浪费，本身公益
性岗位的技术含量和收入都不
高，所以很难吸引到大学毕业生
就业。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
道办事处社保所所长胡东钊对
《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公益性岗位一方面对于高
校毕业生基本没有吸引力， 而另
外一方面对于大多数的 40、50 岁
渴望就业人群来说又显得有些不
合理，这种不合理来自多方面，有
财力上、岗位设置上的等等。

据媒体报道，陕西省乾县交
警大队的 20 多名协管员就在前
不久的 6月 18日被集体辞退。究
其原因， 乾县劳动保障部门就业
处负责人说，是“因为上面财政专
项资金拨付 2013 年比 2012 年少
了一半左右（2012年约为 1000万
元）， 无力再支付这 20 多名协管
员工资和补贴”。 而这 20 多名协

管员按照就业政策均为公益性
岗位人员。 对于协管员当中有人
反映的工作几年来一直没有上
社保问题， 该就业处负责人称，

“前几年上面财政拨款比较充
裕，就将这部分应该给公益性岗
位人员上社保的钱用于招聘更
多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就业。 ”

对于公益性岗位人员待遇，
国家有着明确规定，除了与用工
签订劳动合同应得酬劳外，还有
两个部分补贴，一是公益性岗位
就业人员可获得劳动保障部门
按月提供的岗位补贴，额度为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0%；另一种，
就是国家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给予补贴，即这笔本该个人出的
那部分钱，给予不超过应缴额度
三分之二的补贴。

刘伟在两年前还是湖北省
武汉市县郊城管执法大队的一
名临时聘用人员，两年前他选择
离职去了一家企业干起了销售
直至现在，回想起当初当“城管”
的那段日子他觉得那就是“江
湖”，“执法起来很威武， 现在已
经不再享受那种威武了。 ”刘伟
说。

当记者问起他对西安城管
执法态度和主管部门的回应时，
刘伟说：“公益性岗位、临时工岗
位、实习生岗位还不是要归城管
局领导指挥么，出事了就要承担
相应责任。 ”

《山东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
出台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日前 ，山东省人社厅 、财政
厅联合下发《山东省公益性岗位
开发管理办法》，7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 办法要求，在全省公益性
岗位开发的统一规划框架下，依
据本地区就业困难人员数量与
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要，
合理确定和适时调整公益性岗
位的种类、数量及用工形式。 政
府出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以面
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
位为主，凡未纳入本级政府公益
性岗位年度开发计划的，财政部
门不予补贴。

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工作
期限不超过 3 年，劳动者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可延续至
其退休。 实行“谁使用、谁管理”
的工作机制，强化岗位使用方特
别是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 使用
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为安
置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的给予岗
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公益
性岗位劳动合同不适用《劳动合
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
定；同时按时足额支付公益性岗
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费。

延伸阅读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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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绑架”了公益性岗位？
西安城管执法殴打占道经营老太 称是公益性岗位管理人员

� � 继“临时工”“实习生”等词汇之后，“公益性岗位”又被推上台前

� � 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中，老人被三男子推倒在地，携带东西散
落一地。 随即，关于这几名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究竟是什么身份引
起大家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