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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一方面，我们始终

要关注农民工尘肺病的防治主
体，主体责任是企业，他们在预
防和保障劳动条件方面做得怎
样？ 另一方面，尽量控制新增尘
肺病患者数量， 若要做到这一
点，需紧紧抓住企业作为防治主
体，抓住企业这一主体责任非常
关键。

中国的尘肺病农民问题非
常复杂，数量巨大，处境悲惨，存
量不断新增，涉及到的行业和地
域广泛，因此，2018 年这一年，大
爱清尘选择集中研究一个具体
省份———辽宁省，通过该省尘肺
病农民状况的研究，进而对全国
尘肺病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比
对和借鉴。

据沈阳市弘道社会工作发
展研究院秘书长李绍强介绍，辽
宁地区尘肺病防治工作主要面
临五大问题：第一，行业管理问
题突出， 很多矿场违法违规现
象时有发生。 比如，由于某些地
区矿产数量比较多， 开矿数量
大， 绝大多数的矿山和企业规
模比较小，私营占比较多，因技
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从而导
致了尘肺病的多发。 第二，与职
业病防治法相关的配套的法律
文件没有出台，因此，标准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较差。 第三，基层
帮扶工作难度大，低保户少，基
层的帮扶工作难度系数较大。
第四， 尘肺病人的自助能力低
下， 很多尘肺病人没有任何劳
动能力， 体力活或稍微重一点
的活都做不了， 多数家庭是妻
子外出打工养家的状态， 或是
子女成年后养家（后者的情况
较少）。 第五，企业的履责不透
明，因为企业的防病意识淡薄，
工人很难得到疾病的知识普
及，很多人不了解尘肺病带来的
危害性。

“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的职业病的防治制度；遵
守法律法规， 完善劳动用工制
度，让农民工工人能够有一个稳
定的劳动合同的体系；落实员工
培训、宣传工作，让每个人都清
晰的了解尘肺病的危害性。 ”针
对辽宁地区尘肺病防治工作面
临的五大问题，李绍强给出了以
上建议。

据国家安监总局消息，全球
累计共 1.6 亿人患职业病。 大爱
清尘对国家卫健委过去几年发
布的信息分析发现，在所有职业
病中尘肺病约占 90%，在尘肺病
患者中农民占 90%。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据大爱清尘估计我国约有 600

万尘肺病农民工。 这意味着，在
所有中国职业病问题中， 尘肺
病问题是核心， 而农民工群体
的尘肺病问题又成了核心中的
核心。 但遗憾的是，由于目前大
部分基层企业存在着工艺水平
低、安全卫生设施投入少、防护
意识差等诸多尘肺危害因素，
以至于中国尘肺病仍将呈持续
高发态势。

尘肺病带来的不仅是一个
人的痛苦， 更是一个家庭的悲
剧。 通常情况下，尘肺病农民因
为缺少劳动合同和相关的社会
保障，在患病之后没有办法进行
正常的维权，以及支付治疗的医
药费，往往贫病交加、缺医少药、
悲苦凄惨。 当家庭失去了顶梁
柱， 大量尘肺家庭的孩子辍学、
变成孤儿，妇女和老人不得不成
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悲剧一点
一点在家庭和社会里蔓延。

建议设立专门基金进行尘
肺病预防及特殊赔付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
清尘基金的研究团队近日发布
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
调查报告（2018）》认为，内地应学
习香港经验，设立专门基金进行
预防及特殊赔付，如向涉尘肺病

企业强制征收工程款 0.25%左右
或工伤保险基金，并辅以中央财
政支持，资金可用在尘肺病患者
的医疗报销、生活救助及预防宣
传等方面。

大爱清尘基金在依据中国
实际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也积
极地总结、探讨其它国家和地区
的治理经验。 2016 年，大爱清尘
基金联合中国（传媒）梦工坊开
始了对国外尘肺病治理经验的
研究：由梦工坊在世界各地的留
学生执笔，完成了第一本《尘肺
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

“我们之所以做蓝皮书，是
因为尘肺病问题的特殊性，全球
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已
经探索出一些解决办法，有的地
方还在摸索中，然而，这些经验
都是可以借鉴的。 ”谈及编制蓝
皮书的目的，大爱清尘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窦璐坦言道。

研讨会上，窦璐重点介绍了
香港的尘肺病治理经验。 在调查
全球尘肺病救治预防政策中，香
港目前是做得最成熟的地区，它
以行业自救为核心，由其他的机
构协调配合，并且拥有相对成熟
健全的诊疗保障康复措施。

香港的“肺尘埃沉着病补偿
基金委员会”， 在 1950 年左右便
开始关注尘肺病群体，并推动立
法。 1980 年，通过专门针对尘肺
病的肺尘病赔偿条例，香港最终
出台了详细的针对尘肺病的补
偿条例———《肺尘埃沉着病及
间皮瘤（补偿）条例》，该条例对
补偿基金的来源有严格规定。
基金主要来源于对产生高粉尘
的或价值 100 万元及以上的建
造工程和石矿场进行征款。 由
建造工程承建商及石矿场经营
人分别交 0.15%到基金池，也就
是主要的涉尘企业把 0.15%的
工程款放在基金池内， 严格按
照法律条例对尘肺病患者进行
补偿， 以此来保障香港的尘肺
病人的诊断、保障、预防、宣传、
研究等一系列费用。“这在基金
非常充足并有大量结余的情况
下，充分保障了香港尘肺病人的
医疗和生活，提升了患者的幸福
指数。 ”窦璐说。

“现在香港的现状是开始的
时候基金池不够用，随着刚性立
法的出现，患者越来越少，保障
盈余越来越多，如今这个基金池
里面有 20 亿盈余。 这样便可以
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新增病人越

来越少，盈余越来越多，预防及
康复的力度越来越大，也就可以
很大程度地把基金放在预防宣
传方面，这样的话新增病人就会
越来更少。 ”窦璐介绍道。

在 0.15%的工程款交给基金
池以后，基金池就开始负责多种
补偿项目。 窦璐把这类补偿项
目和工伤保险做了一个简单对
比， 香港尘肺病患者每个月有
一个“痛苦补偿”4650 元港币，
在工伤序列里面是没有的；这
笔费用是每个月按照丧失工作
能力程度和乘以每个月的收入
进行领取的，还包含护理费用、
医疗费用、医疗装置费用、死亡
的补偿。

对比下来窦璐发现：我们的
工伤补偿基金里面比香港的“痛
苦补偿”多了一系列的伤残补助
金，然而，香港的痛苦补偿金更
加倾向尘肺病患者。 另外一个是
香港对于医疗费用的补偿，我们
在工伤治疗费用补助方面，是工
友有一张金卡，每天出入医院有
三百元上限的门诊费用。 而香港
除了尘肺病和职业性失聪以外，
其他的工伤大部分以商业保险
为主，除了商业保险以外，用人
单位会承担一定的一次性补助
和医疗救治费用。

“相较其他国家，尘肺病农
民工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成为这
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前期的主要
因素包括政府承担责任不够、企
业不履行责任等等，而现阶段对
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较可喜的
推动。 2018 年对于尘肺病防治工
作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针对尘肺
病农民问题的国家公共政策出
现了极其重大的决定性、 历史
性的突破与进步。 2018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就尘肺病防治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 职业病防治
工作已经摆上了党中央的重要
议事日程，事关扶贫攻坚、健康
中国、全民健康等战略的实施。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出席职业病防治工作推进会
并讲话， 再次传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尘肺病防治工作的重
要指示， 要求大力推进尘肺病
相关救助及防治工作。 ”谈及蓝
皮书连续做了三年的推动，王克
勤说。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 这
几年， 通过一点一点的努力，大
爱清尘在推动国家政策方面陆
续取得了一些的成果。 随着精准
扶贫力度的加强和国家层面对
尘肺病防治问题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许多针对尘肺病农民的专
门政策也陆续出台。 2018 年 9 月
30 日国家相关机构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的通知》， 将尘肺病
纳入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
治覆盖病种。 2018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大再次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进行修
订，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善。

此次发布的研究成果总结
了国内的尘肺病治理现状和国
外的尘肺病治理经验，相信一定
会为进一步推动解决中国尘肺
病农民工问题提供重要帮助。

对于呼吸困难的贫困尘肺农民，大爱清尘会给他们发放辅助呼吸的制氧机（本版图片由大爱清尘提供）

� � 大爱清尘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窦璐介绍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
现状调查报告（2018）》

� � 八年来，大爱清尘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尘肺病农民及其家庭的真
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