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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 丝丝清凉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每
年夏季，总有职工反映企业所谓
的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只是
一斤白糖、两斤绿豆、一袋酸梅
粉等等。防暑降温用品可否替
代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对
此，记者走访了相关人士。省总
工会权益保障部表示，企业要及
时足额发放降温费和高温津贴。

国家《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
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纳入工
资总额。西安桃园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雄说，高温津贴是工资的

一部分，必须现金发放。
2012年 6月，全国总工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联合制定《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
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
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
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也不得
充抵高温津贴。2018年 6月 14
日，省人社厅下发的《关于做好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
也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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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暑降温费是职工福利，
可以实物发放。”省人社厅法律
顾问、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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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2009］3
号）和《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
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
企［2009］242号）中均明确将防
暑降温费纳入企业职工福利
费。因此，防暑降温费可以用绿
豆、白糖等实物等价代替。

省总工会权益部部长杨景
龙说，6月1日起，全省工会开展
的“送清凉”活动重点对高温作
业车间、建筑施工工地、公共交
通运输、环境卫生维护和其它露
天作业场所开展走访慰问和监
督检查，把企事业单位贯彻落实
有关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制度，防
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发放，防暑
降温设施是否完备并投入使用
等情况作为检查的重点，促进企
事业单位不断改善职工的生产
生活条件，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安
全卫生合法权益。

7月25日，顶着炎炎烈日，西安市总工会副
巡视员李栓来到鄠邑区陕西煤化健强实业公司

“草堂健康养老示范园”项目现场，在视察完现
场工作后将一袋袋消暑产品送到坚守在施工现
场的员工手中。同时要求处在一线的员工不仅
要保证项目的生产安全还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安
全。 彭列 摄

近日，阎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兼工会主
席商小利、副主任李建康联合阎良驾校科目三考场
总经理侯永强，分批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绿豆、白糖、
饮料、茶叶、西瓜等防暑降温用品。 王芝萌 摄

7月25日，省国防工会相关部门人员在中移铁
通省公司副总经理王强等人陪同下，到西安分公
司金花支撑服务中心慰问高温作业的一线职工，
为他们带去了矿泉水、冰红茶等防暑饮品。

段振宇 摄

火线救援火线救援 爱潮涌动爱潮涌动
7月 26日下午 3时 30分左右，一场瓢

泼大雨致使咸阳市城区几处排水“消化不
良”积水成涝。

灾情就是命令。陕建十一建集团第一
时间在微信发出抢险信息后，15分钟内第
一批抢险救援队已经到达世纪大道肿瘤医
院门口。当时，世纪大道附近积水达50公
分，由于地处低洼路段，加之来往车辆密集
和地铁施工，导致附近两公里陷入潮起潮
落的警戒模式。随后身披明黄色安全马

甲、火红色志愿者服的陕建十一建集团近
260名干部职工，半小时内从四面八方火速
赶到现场，齐心协力、有条不紊地分赴水淹路
段，投身于一波又一波涌向人行道的水浪，何
俱衣衫鞋袜湿，恶臭难闻全不顾，用国企的责
任和担当为来往的行人开辟回家的路。

下午6时前后，由于水流压力大，必须
手把手扶着龙管，确保人行道和行车区水
位、水流稳定。随着龙管被波浪一次次打
弯，大家号子声起，顺着龙管组成了用双手

连接起的人墙，他们一次次固定好龙管排
水，站在水中用身体为行人、车辆搭起安全
通道。

正在进行入职培训的新员工们得知险
情后，组成救援小分队也加入到志愿者、劳
务工人的队伍中，在水中前行为大家发放
矿泉水，帮助疏导行人通行。志愿者们助
推熄火车辆驶出深水区后，在水中一步一
步探寻出安全坐标点，彼此相连成线为车
辆标出醒目的安全水位通行区，在道沿位

置用人墙做标识，为行人和小型车辆标记
出绕行安全提醒，大家奋不顾身的义举得
到了过往市民和司机的阵阵好评。

爱心汇聚大力量。经过近 5个小时的
不懈努力，晚上 9时积水明显减少，险情
基本控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此时，奋
战的人们才草草吃了个夹馍，伴随着万家
灯火，捡拾起身边的矿泉水瓶和纸袋消失
在夜幕中…… 通讯员 杨朋超

↑近日，陕建八建集团领导班子赴省内
（外）在建项目慰问一线职工“送清凉”，为奋战
在一线的员工及广大农民工送去了饮料、茶叶、
绿豆、毛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

图为该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张长虹慰
问 凤 城 一 路 停 车 场 项 目 一 线 职 工 。

陈玺龙 潘星星 摄

7月27日上午，岚皋县农林科技局开展夏日“送清
凉”活动，为头顶烈日仍工作在一线的10余名环卫工人
送去了价值1000余元的矿泉水、毛巾、食用油、大米、洗
衣皂等防暑降温和清洁必备物品，表达了岚皋林业人对
环卫工人为城市保洁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的感谢，并叮嘱
他们注意防暑降温、保护身体。 廖霖 唐久树 摄

7月26日上午，宝鸡市政协主席白升安带领市
政协慰问团一行共26人，来到宝鸡过境公路项目建
设工地现场，看望慰问冒着高温奋战在建设一线的
施工人员，并送上宝鸡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为他
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 魏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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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虹 ）近
日，陕建七建集团承建的中海连湖
花园二期一区B标段项目，在中海
集团内部“明源移动质检”APP管
理软件应用评比中获得第二名，并
获评“工程管理尖兵”称号。这也
是继双方第一个合作项目——连
湖花园六区D标段工程获得多项
嘉奖后，又一个项目获得荣誉。

从 2016年开始，陕建七建集
团在宁夏银川承接了大型上市公

司中海地产两个项目，共计约
14.35万平方米。其中连湖花园
六区D标段工程，建筑面积 5.87
万平方米。在中海集团在建项目
170余家总包单位实测实量评比
中，陕建七建集团取得三次全国
第二、一次全国第四、一次全国第
五的好成绩，共获得中海集团现
金奖励 13.5万元。今年 3月，该
项目又被授予银川市“建筑施工
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称号。

陕建七建集团做优现场赢市场

本报讯（张彦刚）西安市中
考招生录取工作今日开始，7月
28日西安市教育局召开今年高
中 阶 段 学 校 招 生 录 取 工 作
会，邀请全市近百所参与招生
录取的学校负责人参加，西
安市教育局在申明招生考试
纪律的同时表示，将严肃查
处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实行阳
光招生。西安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姜建春讲话时表示，
相关招生规定不会是穿绳提不
起来、掉在地上没声的“豆
腐”规定，对于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的，重申四句话：“教管
利剑悬，霜刃凛凛寒。今日已
出鞘，谁碰试试看？！”

西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室总督学王小虎在讲话时表示，
全市参加中招的考生达到7.7万
人，学生、家长、家庭、社会非常
关注。反思 2017 年的中招工

作，西安市个别学校仍然存在着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突
出表现在提前招生、私自圈定学
生、提前收费、不实宣传、限制填
报志愿等诸多问题。他表示，在
今年中招录取过程中，对发现的
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做出更
加严厉的处理。

对违反招生考试规定的行
为和相关人员，按照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要求和“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追究责任、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迁就。并对有关责
任人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发
现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一经
查实，立即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
籍，并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
招生工作人员有违反招生政策
和纪律的行为，第一时间取消其
招生工作资格，同时按程序严肃
处理，同时实施问责。

他强调说，招生录取过程

中，各学校必须严格执行招生政
策，城六区原则上不得录取五区
二县学生，跨区域招生必须有
区县教育局出具的同意流出证
明；五区二县不得录取城六区
538分以下学生。西安市教育
局将严守底线，不给各类违规
招生学生建档。各学校不得突
破计划招生，对违反规定突破
计划招生，西安市教育局一律
不予审批。

姜建春讲话时说，西安市教
育局向社会承诺严禁违规招生，
严禁违规借读，严禁收取任何

“择校费”“赞助费”“学籍保管
费”等与招生挂钩的违规收费，
以及五区二县不得招收城六区
最低提档线下学生等等，这些要
求决不会是穿绳提不起来、掉在
地上没声的“豆腐”规定，而是要
通过公众监督、入校查账、进班
数人等方式来加强监管。

城六区原则上不得录取五区二县学生
五区二县不得录取城六区538分以下学生

教管利剑悬 谁碰试试看
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姜建春：

本报讯（通讯员 闫和平）7
月 25日，子长县供电分公司举行
三季度道德讲堂。该公司党群工
作部主任以“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为主题，通过中国好人榜发
布的“爱岗敬业”模范以及长年
工作在公司生产第一线，不怕
苦，不怕累，恪尽职守，无私奉
献为供电事业发展积极奉献的身
边人物，向员工传达什么是品
德、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荣辱，揭

示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深刻
含义。公司机关 60余人聆听了
道德讲堂。

青工小刘在听了“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道德讲堂后说：“爱岗
敬业不仅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是
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我
们青年一代要审视自我，更加珍
惜自己的工作，抱着感恩、努力的
态度，把工作做得更好”。他的话
引起了现场人员的强烈共鸣。

本报讯（通讯员 代
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
紧紧围绕“生态立县”的
发展战略，坚持“户收集、
村转运、镇处理”的农村
垃圾处理模式，建立整治
工作长效机制，全县居民
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村容村貌、环境卫生状况
得到明显改善。

商南县积极向上争
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资金，为富水镇、湘河
镇、十里坪镇 3个镇和富
水街社区、莲花台等 20
个村，共建设 3处人工湿
地、1处垃圾热解气化装
置,为富水街社区、莲花
台等 20个村配备环卫设
备，设立示范镇标识牌 1

个、村标示牌 20个、项目
简介牌及管理制度牌 12
个，项目总投资 1000万
元。有力改善了基础设
施条件。

该县深入推行落实
“户保洁组收集，村转运、
镇处理”农村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模式和门前“四
包”责任制管理。充分
调动并发挥好农村环卫
人员和公益性岗位工作
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
健全完善环境管理、宣
传教育、农村环卫人员
聘请、绩效考核、清扫
保洁、污水整治和检查
奖惩等各项规章制度，
形成有章可循、上下联动
的长效机制。

商南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郑伊琛）昨
日，笔者从西安市人社局
获悉，在对全市 24所民
办技工院校、126所职业
培训机构和 45所职业技
能鉴定站（所）2017年度
检查中，3所民办技工院
校“年检”不合格停止招
生，2所职业培训机构被
吊销办学许可证。

据悉，这次年度检查，
主要围绕制度建设、办学
及工作场所状况、实训设
施配备、教师队伍建设、
教学教务管理、内部管理
状况、招生培训鉴定情
况、国家专项资金管理等
内容，采取资料审核、现

场核查、综合评审等方
式，对受检单位进行综合
评比打分。

经检查审核，2017
年度，民办技工院校合格
12所，基本合格9所。西
安铁路交通技工学校、
西安动画技工学校、西
安金亚技工学校 3所不
合格停止招生。职业培
训机构合格 77所，基本
合格 27 所，不合格 20
所。西安中健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西安九天化
工仿真培训学校被吊销
办学许可证。此外，职业
技能鉴定站（所）合格 26
所，基本合格19所。

3所民办技校不合格停止招生
西安公布“年检”结果

子长县供电分公司举行三季度道德讲堂

→7 月 26 日，骄阳
似火。汉中市公路局
党委书记王万昌一行
前往“7·14”水毁严重
的309省道略阳段和横
现河道班，为奋战在烈
日下的一线职工送去
了清凉和组织的关怀
与温暖。 徐立生 摄

新闻

编者按：在酷暑
难耐的炎炎夏日，一
线职工挥汗如雨，
然而社会并没有忘
记他们的辛劳。在
工作现场，企业领
导来了，工会干部
来了，政府代表来
了，社会各界为一
线 职 工 送 去 了 问
候、关爱和感恩，送
去了沁入心田的丝
丝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