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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春节作为中国万家团圆的
传统节日，每一年都会牵动在外
游子的心。 春节临近，春运再一
次成为社会热点回归公众视线。
而四川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每年
都有超过 2000 万名农民工前往
全国各地务工。 春运期间，尽管
铁路部门为此做出许多努力，但
是超大量的返乡人群仍困扰着
春运出行。

2018 年， 四川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强农民工
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 》 第三条
“提供交通便利”明确指出：强化
农民工外出务工往返的交通便
捷服务，春运前后组织开通农民
工专列（专车），为农民工出行保
驾护航。

1 月 8 日，“凯翼号” 川籍农
民工春节专列如约启程，三列车
分别从北京西站、上海虹桥站以
及福州站开往成都。 本次活动 ，
由北京四川企业商会、上海市四
川商会 、福建省四川商会 、江苏
省四川商会、 江西省四川商会 、
四川省相关市（州）驻京/沪/闽联
络处共同协办，北京睿智动力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凯翼汽车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约有 2400 名
农民工摆脱买票难题，乘坐高铁
和动车专列踏上返乡过年的团
圆之旅。

“凯翼号”爱心专列：
开往“春天”的幸福列车

“凯翼号”爱心专列活动
面向全国川籍农民工聚集的五
个省市地区：北京、上海、福建、
江苏、江西，进行专列免费车票
发放。

本次公益活动从 2019 年 10
月初开始筹备，前期规划了社会
调研、农民工征集、活动形象大
使征集、 抢票互动等准备活动。
为活动前期宣传进行预热，并尽
可能使活动惠及更多农民工。

凯翼汽车是四川省整车生
产支柱企业，作为本次活动的战
略合作伙伴，凯翼汽车为农民工
提供了 2400 张免费车票，符合申
请条件的农民工只需要通过活
动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就
有机会获得一张免费的返乡车
票。 凯翼汽车总经理高雷表示：

“农民工返乡一直是社会热点事
件和关注点。 凯翼汽车作为川
企，理应响应政府的号召，为助
力农民工返乡运动添砖加瓦。 以
实际行动感恩社会、回馈社会是
一种责任。 ”

凯翼汽车的加入体现了企
业的社会担当。 除此之外，为推
动关爱农民工公益行动的广泛
影响，活动组委会秉持着公益初
心积极倡导，已获得众多爱心企
业、 爱心人士加入助力队列，为
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增加保障。

同时， 为圆满完成专列活
动，四川省总工会积极与成都铁
路局、北京市总工会、省政府驻
京办和相关市总及企业工会协

调对接，就车次确定、车票发放、
接送站活动等进行了沟通和协
调，确保从乘车到抵达，服务好
返乡川籍农民工。

活动组委会已经与登车站
点所属城市的铁路部门、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做好了现场接待的
筹备工作， 包括进站、 验票、送
行、慰问等，并招募了青年志愿
者入场热心服务。 同时，四川省
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四川省总工会及其他
活动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领导
也前往始发站现场，并送上春节
慰问礼品，欢送农民工朋友。

此外，组委会还在公益专列
上准备了“最美回家路摄影大
赛”、“网红互动“等丰富多彩的
旅途活动。 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
四川省司法厅还安排律师团队，
全程为农民工朋友们提供现场
法律咨询服务。

农民工返乡：
事关社会关怀的权益保障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走得
再远，春节都必须回家团圆。 随
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外出工
作的人越来越多，过年返乡成为
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每年必不可
少的仪式，由此也形成了我国独
特的春运现象。

春运的滚滚人流，见证着中

国人对回家的向往，对团圆的期
待。 从城市到乡村，一条条铁路
线、公路线承载着一个个回到家
乡、见到亲人的渴望，汇聚成中
国人传承千年的家国情怀。

回家过年是所有中国人的
精神需求，但这一需求也形成了
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

尽管国家为解决春运买票
问题实施了不少便民利民的举
措， 但每到年关临近，“买不到
票” 仍然成为许多人的一大烦
恼。 一时间，刷票、抢票加速等各
种抢票手段也不断流行，但对于
农民工等较少使用互联网手段
的群体而言，买票的难度却因为
这些方式的挤压而逐年提升。 帮
助农民工解决买票困扰，解决农
民工返乡买票难题，既是对他们
返乡权益的保障，也是对这一群
体的必要的社会关怀。

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劳务
输出大省。 川籍农民工数量在全
国位居前列，常年在外务工的农
民工超 2500 万人。 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福建务工人员数量就达
到 150 万，在京务工人员也大概
有 100 万人，他们主要来自四川
南充、巴中、遂宁、达州、绵阳、眉
山、 资阳等劳务输出重点市州。
对于他们而言，“一票难求”的情
况仍然存在，春节返乡购票难的
问题依然突出。

广大农民工是四川的宝贵

财富及战略性资源，关爱服务农
民工是影响四川长远发展的一
项战略性工程，做好农民工工作
是践行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推进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现代化进程
的着力重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 四川省
委、 省政府制定出台了一批关
爱农民工的政策， 如：《加强农
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促
进返乡下乡创业二十二条措
施》等，加强和改进农民工服务
保障工作。

此次活动既是贯彻四川省
委、 省政府相关政策的体现，也
是保障农民工返乡权益的重要
举措。 它不仅是社会爱心人士的
爱心，更是先富帮后富、创造社
会和谐的要求。

多方位服务：
来自家乡的温暖

农民工是当代工人阶级的
重要代表和组成部分，是社会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也是
建设乡村以及稳定社会的人力
财富。 四川省委及省政府高度重
视农民工工作，坚持把农民工保
障作为一项重要事务来推动。

2018 年引发的《加强农民工

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不仅对交
通出行方面进行了规定，还在就
业服务、技能培训、证件办理、居
住条件、子女就学、文化生活、社
保服务等与农民工生活的方方
面面给予了人性化的关心关爱。

据四川省总工会保障工作
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四川省总
工会为配合工作，专门制定下发
了《四川省总工会关爱服务农民
工工作方案》， 要求全省各级工
会从思想引领、素质提升、关爱
服务、 权益维护等方面着手，认
真做好 14 项重点工作， 着力叫
响做实“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
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农
民工心坎上。 目前，四川省总工
会主要开展了给川籍农民工写
一封信、 慰问探望川籍农民工、
开展留守慰问、选出农民工先进
典型和深化农民工“平安返乡”
等活动。

省内务工的农民工亟需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关怀， 而在外务工
的农民工同样会遇到生活难题。

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
事处副主任许可表示：“目前在
外务工的农民工主要会遇到两
方面困难。 一是工作保障问题，
例如就业用工信息不对称 、工
资无法保证、 权益纠纷事件时
常发生；二是生活保障问题，例
如缺乏稳定的住房条件、 子女
就学问题、 无法充分关爱留守
家人等。 ”

不过，为保障在外务工农民
工的生活权益，四川省人民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也为在京的川籍
农民工做出了一系列有温度有
力度的行动。“省驻京办为此专
门成立了‘在京川籍农民工工作
领导小组’来推进工作。 近年来，
我们也举办了许多具有特色的
公益活动。 我们为农民工进行维
权普法和就业培训，同时也在暑
假期间帮助川籍农民工与老家
的孩子相聚北京， 增进亲情交
流。 ”许可说。

在厦门，四川省人民政府驻
厦门办事处依托福建省四川商
会组织在假期期间经常组织农
民工开展积极、健康、向上的文
体活动以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
同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需
求，在彝族火把节期间，四川省
人民政府驻厦门办事处组织在
厦门务工的彝族同胞燃起篝火，
欢度火把节。

1 月 8 日晚，“凯翼号” 爱心
专列准时抵达成都，这 2400 名农
民工在春节前夕分别从北京、上
海、福州、南京、常州、苏州、无
锡、南昌等地乘坐专列踏上团圆
之路，抵达四川家乡。

团圆是世上最动人的歌。 过
年回家，是农民工朋友最热切真
挚的向往，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
对团圆美满的美好追求。 伴随着

“凯翼号”爱心专列的启动，一颗
颗想念家人的心即将汇聚于三
蜀大地， 谱成一曲团圆的赞歌！

（隋福毅）

“凯翼号”春节专列如约出发
共助 2400名农民工顺利返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