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7031 期

邮发代号51－7 2018年 7月 24日 星期二 农历戊戌年六月十二 网址：www.sxworker.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21847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上半年 三项基金收入2.65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752万人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 叶
昊鸣）记者 23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1至 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 752万人，同比增加 17万人，二季度
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3.83％，同比下
降0.12个百分点，降至多年来新低。

“上半年，我国就业状况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走势良好。”人社部政
策研究司副司长卢爱红在当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 3组“亮眼”数
据：上半年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91
万人；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
动力总量为 1.8亿人，同比增加 149万
人，农民工就业人数稳步增加；二季
度市场求人倍率为 1.23，市场岗位需
求大于求职人数。

“在就业增长、失业率处于低位的
情况下，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据卢
爱红介绍，人社部上半年实施 2018年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派
2.6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中央
补助资金、招募名额和岗位开发进一
步向贫困地区和扶贫岗位倾斜；启动
第三届“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
赛；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专项服务
活动；向 16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52
亿元，惠及职工 1470 万人，向 22.4 万

人次发放技能提升补贴3.7亿元。
卢爱红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持续转
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也对扩大就
业、提高就业质量形成了有力的拉
动。一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连
续 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 6.7％至 6.9％
之间，对就业的带动效应不断增强；
二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继续提高，
达到 54.3％，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
增加，吸纳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
展，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主体不
断涌现，上半年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
1.81万户，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卢爱红
表示将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落实
和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鼓励创
业带动就业，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就业，着力加强职业培训和公共就
业服务等。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
者 叶昊鸣）“1至 6月，全国基本
养老、失业、工伤三项基金总收入
为 2.65万亿元，同比增长 19％，总
支出为 2.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
策研究司副司长卢爱红在 23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此表述。

据卢爱红介绍，截至 6月底，
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参保人
数分别为 9.25亿人、1.91亿人、2.3
亿人。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在不断
扩大，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
善。国务院今年印发的《关于建立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的通知》中明确了从 7月
1日起建立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由各省份的养老保险基
金上解的资金构成，由中央统一调
剂使用，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方式
全部拨付给各个省份，合理均衡地
区之间的基金负担，提高养老保险
基金整体抗风险能力。

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方
面，卢爱红表示，到 6月底，全国已
有北京、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河南、湖北、广西、重庆、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等 14个省区市与
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签署了委托
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5850亿
元，其中371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
并开始投资，其他资金将按合同约
定分年分批到位。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卢
爱红指出，一是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启动
资金缴拨工作，持续推进工伤保
险省级统筹，完善工伤保险待遇
调整和确定机制，深入推进工程
建设领域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
作；二是分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运营，加快推进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投资运营工作；三是继续全面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以新业态就业
人员、贫困人员为重点，着力推
进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加快标准化建设，推
动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社会保险
信用信息公示制度。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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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吉林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因狂犬病疫苗生产记
录造假，被国家药监局
查处。这一消息引起广
泛关注。

人们一“百度”，才
发现这家药企的全资子
公司去年因生产的“百
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
符合规定，被立案调查。

在公众的关注中，
一个个问号不断浮现：
生产记录为什么要造
假？背后有什么猫腻？
那批问题“百白破”疫苗
流向了哪里？涉事企业
屡屡犯规，暴露了哪些
深层次问题？

疫苗事关百姓生命
健康，容不得半点侥幸，
不能有半点闪失。公众
关心，是因为现实问题
揪心。面对社会关切，
亟待有关部门迅速发
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有效解疑释惑，同时加
大调查力度，用事实与真相疏
解人们的焦虑情绪。

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
传染病的一项有效公共卫生措
施。人们使用疫苗，说到底就
是因为“放心”。这种信任，基
于法规、技术、道德、监管等方

方面面，不管哪个环节
掉链子，都会损害公众
健 康 ，都 容 易 引 发 疑
虑。信任是易碎品，必
须小心呵护。如果疫苗
质量问题不断、乱象丛
生，一些害群之马大行其
道，整个行业势必陷入信
任泥沼。相比疫苗“失
效”，更可怕的是“失信”。

此次疫苗事件中，
监管部门的飞行检查，
及时发现了问题，堵住
了一批问题疫苗流入市
场。但是，飞行检查毕竟
作用有限，这次事件再次
敲响了警钟，提出了一连
串需要破解的问题。

如 何 加 强 日 常 监
管，打造覆盖疫苗研制、
生产、检验、储存、运输、
使用等所有环节的监管
链条，确保每一支疫苗
都安全可靠？如何加强
风险预警和处置，彻底
阻断问题疫苗流入市场
的可能？如何加大执法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
违法企业付出应有代
价，真正让药品安全成
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捍卫“舌尖上的安
全”，中央提出了坚持最严谨的
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疫
苗安全，也应不折不扣落实这
四个“最严”，使行业发展更加
健康有序，以给力行动赢得公
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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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 2018年金秋助学活动
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
日前正式启动。记者获悉，全国总工会已
下发通知，决定于7月至9月继续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和阳光就业行动，
致力于推动解决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
女上学难、就业难问题。

全总要求各级工会详细调查摸底本地
区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子
女上学、就业需求，全面掌握困难职工子女
在校人数、毕业生规模、助学和就业帮扶需
求等综合信息，分类制定助学与就业帮扶
措施。对于深度贫困职工家庭子女，将加
大助学帮扶力度，强化资金的集中保障作
用。特别是重点关注“零就业”困难职工家
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根据就业困难和
未就业毕业生的专业、意向、困难程度等因
素，制定针对性的就业帮扶措施，提高就业
的成功率。

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保障主渠道作用，
实现工会帮扶与国家助学就业政策体系有
效衔接，全总强调，各地工会要进一步掌握
国家和各地、各部门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开
展政策推介宣讲，提高相关助学和促进就
业政策知晓度。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政府
相关部门、高校的沟通衔接，推动符合条件
的困难职工家庭上学子女纳入国家“奖、
助、贷、勤、减、免”助学体系；积极帮助困难
家庭高校毕业生申请政府就业培训、职业
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
补贴、创业贷款，推动优惠政策落实。

值得关注的是，全总要求各级工会进
一步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基金会、公
益项目等平台媒介，动员社会资源，形成
多元化助学和促就业力量。同时，引导企
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优先吸纳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
社会资源与困难职工子女上学、就业需求
精准对接。

据悉，各级工会还将创新帮扶机制，把
经济资助与学业帮助、人文关怀、能力培养
结合，把重要时间节点帮扶与日常助学救
助结合，建立完善定时联系、关心回访平台
和回访辅导等机制，关注特殊职工家庭子
女的心理健康，实现帮扶救助常态化、经常
化、日常化。

金秋助学活动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
就业行动是工会服务职工的品牌工作。据统计，5年
来，全国工会共筹集金秋助学资金56.79亿元，资助困
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子女286.92万人；帮助37万余名
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成功实现就业，提供就业技
能培训4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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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

符合条件者可同时领取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符合条件者可同时领取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17
日入伏以来，西安、渭南、安康局
部地区气温达 40℃。高温下，防
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是否能够同
时领取成为广大职工关注的焦
点。对此，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给出明确答案——符合条件者可

同时领取防暑降温费和
高温津贴。

依据人社部、全总
等四部门下发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
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 33℃以下的，劳动者可以同
时领取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
定，高温天气的定义是指地市级
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
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达35℃

以上的天气。高温天气作业是指
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
动者在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
的作业。工作场所高温作业
WBGT指数测量依照《工作场所
物理因素测量第 7 部分：高温》
（GBZ/T189.7）执行；高温作业职
业接触限值依照《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
理因素》（GBZ2.2）执行；高温作
业分级依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作业分级第 3 部分：高温》
（GBZ/T229.3）执行。

“防暑降温费是职工福利，高
温津贴是工资的一部分，二者不

是一回事。”西安市桃园律师事务
所律师杨雄解释说，《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
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和《财政部关
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
的通知》中，均明确将防暑降温费
纳入企业职工福利费。

2018年 6月 14日，省人社厅
下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
护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温津贴发
放标准为每人每天 25元，发放时
间为每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各单位提供的防暑降温饮料和必
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津贴。因高
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

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
动者工资。

“高温津贴与温度有关，室内
作业者也可领取。”杨雄说，高温
津贴发放的条件只取决于工作环
境的温度，符合条件的夜班劳动
者也可领取。

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杨
景龙表示，各级工会在“送清
凉”活动中要督促企事业单位不
断改善夏季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及时足额发放防暑降温费和高温
津贴，并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
药品。

近期陕西多地持续高温，为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提醒——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吉林长春
长生生物疫苗案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长春长生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
令人触目惊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
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
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习近平强调，

确保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要始
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去疴、刮骨
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
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
示要求，国务院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
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
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重拳打
击，对不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失职渎职行为坚
决严厉问责。尽早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全、放心、可信任
的生活环境。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务院建立专门
工作机制，并派出调查组进驻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调查组将抓紧完成案件查
办、责任追查、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吉林省成立省市
两级案件查处领导小组，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做好相关
工作，并结合此案件全面排查高风险药品企业。吉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收回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药
品GMP证书，停止该企业狂犬病疫苗生产及销售，暂
停该企业所有产品批签发。

强调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室内作业者也可享受高温津贴

7 月 23 日 15 时，古城西安热浪
滚滚，40℃的高温让在北大街十字
执勤的交警汗流浃背。为减少劳动

强度，他们每一个半小时换一回岗，
确保车流高峰期交通顺畅。

本报记者 刘强 摄热！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

者 赵文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3日发布新修订的《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自今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这一新规适用于餐饮服务提
供者包括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
食堂等主体的餐饮服务经营活
动。规范针对网络餐饮服务提出
要求，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在网上公示餐

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等级信息、食品经
营许可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在网上公示菜品名称和主要原
料名称。

规范鼓励和支持餐饮服务提
供者采用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方
法，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规范提出，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
明示餐食的主要原料信息、餐食

的数量或重量，开展“减油、减盐、
减糖”行动，为消费者提供健康营
养的餐食，降低一次性餐饮具的
使用量，提示消费者开展光盘行
动、减少浪费。

根据规范，现榨果蔬汁是指
以新鲜水果、蔬菜为原料，经压
榨、粉碎等方法现场加工制作的
供消费者直接饮用的果蔬汁饮
品，不包括采用浓浆、浓缩汁、果
蔬粉调配而成的饮料。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新规十月施行

新华社长春7月23日电（记者 段续）记者从长春市长春新区
公安分局了解到，7月 23日 15时，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依据
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对长春长生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
件迅速立案调查，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高某芳（女）和 4名
公司高管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目前案件相关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公安机关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生 产 冻 干 人 用
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立案调查

李克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对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作出重要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