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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乐住建发〔2019〕100 号

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乐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局、高新区新城建设局，各

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

部规〔2017〕16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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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63 号）、《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

金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6〕153 号）、《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市政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保障工作的通知》（川建建发〔2018〕933 号）以及《乐山市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乐府发〔2017〕

11 号）等文件精神，为快速妥善处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及

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健全农民工

工资管理机制，形成源头预防、动态监管、责任落实、监管有力

的市场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的目标，我局

制定了《乐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差异化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9 月 3 日

（联系人：黄山，联系电话：2130929。）

盖章单位：sfw-lsszfjsj
盖章时间：2019/9/3 17: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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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预防和处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根据国务院、部、省、市相关部门文件

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及与之相关的单位和从业人员。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所指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

金），均以项目为单位缴纳（项目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以

下简称“缴纳人”）。

第四条 本暂行办法所指保证金缴纳方式，指“现金、银行

保函、保险保单及担保公司的担保保函”等四种方式，缴纳人可

自愿选择。其中：项目施工许可证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理的，

现金缴纳方式应将保证金交纳入市财政局指定的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其他三种缴纳方式资料报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备存；项目施工许可证不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理的，现金

缴纳方式应将保证金交纳入各项目所在地财政局指定的各县

（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其他三种缴纳方

式资料报项目所在地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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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本暂行办法中参与保证金担保机构（银行、保险公

司），应是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含分支机构）、且有固定

的营业场所、配备符合任职资格的专业人员、近两年无不良信用

记录的单位。担保公司承担项目保证金相关要求按《乐山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

公司市场管理的通知》（乐住建发〔2019〕97 号）执行。

第二章 保证金差异化管理

第六条 本暂行办法所指保证金缴纳比例，按不超过《中标

通知书》和《施工合同》总价格的 5%计算，并实行差异化缴纳。

第七条 缴纳人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正常情

况下按《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总价的 3%缴纳保证金。

第八条 保证金减、免范围和标准

（一）缴纳人近３年及以上信誉良好，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

资和工程款等不良行为的，新开工项目可免缴保证金。

（二）缴纳人近 2 年信誉良好，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

程款等不良行为的，新开工项目保证金缴纳比例降为 1%；相应

情形，本市注册的一级总承包建筑企业新开工项目可免缴保证

金。

（三）缴纳人在上一年度信誉良好，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

和工程款等不良行为的，新开工项目保证金缴纳比例为 2%；相



— 5 —

应情形，本市注册的一级总承包建筑企业新开工项目保证金缴纳

比例降为 1%。

（四）缴纳人属市外入我市企业，在缴纳项目保证金时以入

我市年限为准，享受以上条款差异化的减免政策。

（五）推行由财政全额拨款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本市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建设单位免缴保证金试点工作。

第九条 保证金严管范围和标准

（一）缴纳人在上一年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且

记入不良行为的，新开工项目保证金比例按 4%缴纳。

（二）缴纳人近 2 年及以上均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程

款，且记入不良行为的，新开工项目保证金比例按 5%缴纳。

（三）享受减、免缴保证金的缴纳人发生工资拖欠又不能及

时妥善处理的，将被纳入重点监督，缴纳人应自认定之日起 30

日内补足保证金的差额，缴纳保证金比例提高到 5%。

（四）缴纳人在本市开发或承建的项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或

工程款，一年内出现 2 次及以上群体上访（10 人或以上）事件，

将被记入不良行为并纳入重点监督，新开工项目保证金比例按

5%缴纳。

（五）缴纳人在上一年度被市及以上相关行政部门列入重点

监督复查对象的企业，新开工项目保证金按 5%比例缴纳。

（六）因缴纳人所建项目未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或未按

规定进行民工工资支付而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的，新开工项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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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金按 5%比例缴纳。

第三章 保证金的动用、补足和退还

第十条 当项目发生工资拖欠时，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督促缴纳人及时足额支付。缴纳人无力支付或拒不支

付的，根据缴纳保证金方式：

（一）采取担保方式缴纳保证金的，对应担保机构应及时介

入，并在 24 小时内予以赔付或先行垫付。

（二）采取现金缴纳保证金的，经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与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商后，动用保证金以支付所

拖欠的民工工资。凡动用保证金的，由缴纳人在动用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全额补足。同时，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将对缴纳人实施相应行政处理或处罚措施，未按照要求补足的该

项目不得复工。

第十一条 动用的保证金不足以全额支付缴纳人所拖欠的

民工工资时，不足部分由缴纳人承担清偿责任。缴纳人拒绝承担

或无力清偿的，相关主管部门应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提供免费

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通过司法途径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采取非法途径讨薪的，其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缴纳人应在施工现场

公示本建设工程项目的竣工日期、工程款支付、工资支付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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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15 个工作日。项目建设单位应组织核

查农民工工资是否支付到位，并将支付情况书面（含公示期间的

照片）报告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后，缴纳人可按程序申请退还，项目所在

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退保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退还

保证金本息。

第四章 信用管理

第十三条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采取信

息化技术管理措施，逐步建立完善企业和人员“实名制”信息库，

对库内企业和人员实行差异化监管，并将有关信用信息及时向社

会公布。

第十四条 对发生以下情形的企业和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

内限制其从事建筑活动，并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档案，及时

向社会公布：

（一）唆使、组织他人以非法手段讨薪或以拖欠工资为名讨

要工程款、材料款的。

（二）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情况后，不按照有关部门要求

出面配合调查、核实、处理的。

（三）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认定存在拒不提交被拖欠工人

工资清单和有关证明材料，或提供虚假材料、组织工人或无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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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作伪证、虚报冒领、讨要承包费等行为的。

（四）违法违规行为被通报并限制从事建筑活动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由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

释。

第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附件：1.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情况表

2.农民工保证金现金缴纳专用账号

3.乐山市建设工程保证金（现金）返退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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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情况表

NO:2019-

工程名称 总造价（万元）

开、竣工时间 项目地址

缴纳单位 缴纳单位

核定金额（万

元）及依据

核定金额（万

元）及依据

拟缴纳方式 现金、银行保函、保证保险、担保

缴纳单位缴纳

方式(盖章)
缴纳单位缴纳

方式(盖章)

经办人意见
科（股）室意

见

局领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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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民工保证金现金缴纳专用账号

户 名：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账 号：02012100000570010

开户行：乐山市商业银行东大街支行

注：各区、市、县、自治县保证金指定专户由各

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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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乐山市建设工程保证金（现金）返退审批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竣工备

案（附备案书

复印件）

联系人及

电话

预存金额（万

元）（附缴款

票据原件）

返退金额

（万元）

返退单位

（公章）：

开户行：

账号：

局建（股）管

科 意见

局计财科

（股） 意见

分 管 领 导

意见 分管领导

意见

注：1、提供工程竣工备案书复印件；
2、缴款票据原件；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市局建管科咨询电话：2130929，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咨询电话自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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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9 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