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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赶超越作出新贡献为追赶超越作出新贡献
喜迎陕西省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省工会十四大

昨日，在铜川市总工会职工服
务大厅内，一台“电子职工书屋”吸
引了不少职工的目光。

该“电子职工书屋”藏书 3000
余册，还内存报刊及电子音像制
品。职工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进行免费下载。
据了解，8月份，铜川市总工会

将在三区一县的职工服务大厅及
工人文化宫投放7台“电子职工书
屋”，力争 3 年内使投放数量达到
30台。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我国反垄断监管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军600余家军营将陆续向社会开放
■我国肾脏移植术后3年肾存活率超92%
■华为跃居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二位
■陕西打造新一代数据高速传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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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江苏、浙江、
江西、四川、天津等 5省市陆续调整高温津贴
标准，其中浙江、江西还简化了计发方式。各
地劳动监察部门今年专项检查发现，仍有部
分高温作业劳动者没有拿到高温津贴。

多地调整高温津贴政策，上调标准、简
化计发

2012年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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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向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高
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适时调整。

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天津
等5省市相继调整高温津贴标准，成为继2013
年之后，调整省份最多的一年。记者梳理发
现，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印发以来，至少22
个省区市调整过高温津贴标准。

今年调整后，江苏高温作业人员、浙江企

业室外作业人员的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元，江西为高温作业人员设定了不低于
300元的基准线，共同刷新了此前由山西、江
西保持的每人每月 240元的最高标准。四川
省的高温津贴标准也由每人每天 8 元至 12
元，上调为每人每天 10元至 18元。天津市根
据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进行动态调整，
标准由每人每天29元提高到每人每天31元。

有的省份探索简化计发方式。长期以
来，各地高温津贴发放政策不一，在计算方式
上，有的按月计算，有的按天甚至按小时计
算；在工作岗位上，有的还区分了室外作业、
室内高温作业、室内非高温作业等。

今年，浙江省把过去的企业高温作业、非
高温作业、一般工作人员三类标准，简化为企
业室外、室内工作人员两类，室内工作人员也
可领取每人每月 200元的高温津贴。江西允
许用人单位自主选择高温津贴的计发方式，
既可按月也可按天计发，对于非全日制用工
还规定了每小时不低于3元的计发标准。

专项检查发现部分劳动者未领到高温津
贴，有的担心举报“丢饭碗”

据了解，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每

年夏季都会在全国组织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专项检
查，高温津贴是检查重点之一。今年的专项
检查正在进行中。

到 7月下旬，西安市检查各类用人单位
1142户，涉及高温作业劳动者3.05万人，其
中796户用人单位为2.7万名劳动者支付了高
温津贴，有 11.5％的劳动者未按时领到高温
津贴；南京市劳动监察部门通过高温执法检
查，已协调处理案件 154件，帮助 500余名
劳动者解决了实际问题。

广东省东莞市人力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的专项检查仍在进行，去年检查用
人单位4017户，未依法发放高温津贴的有22
户，违法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涉及高温
津贴发放纠纷的一审案件发现，2016年为
2219件，2017年为1937件，今年到7月底可
检索到200余件。

记者调查发现，高温津贴权益受损时，
部分劳动者担心得罪单位、丢掉“饭碗”，
选择沉默。位于武汉的中建三局华科光电信
息大楼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潘妍君说，项目
工地上有 400多名工人，她发现一个劳务公

司没有及时发放高温津贴后，主动联系涉及
的十几名工人，结果工人“担心为了一点小
钱得罪劳务公司”，不愿作证。

一方面劳动者有顾虑，另一方面，企业
的违规成本较低。目前，广东、山东等地出
台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对未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的行为明确规定，由县级以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按照规定，即便被劳动监察部门查处，
企业只要及时补发，即可免除罚款。近日，
青岛市劳动监察部门就查处这样一起案例，
一家企业未向 127名职工发放 6月份高温津
贴共计 17780元，但按规定只能先下达《劳
动保障监察建议书》，责令企业补发。

拒发高温津贴就是欠薪，一些地方明确
产生纠纷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据了解，过去不少涉及高温津贴的案件
胜诉率偏低，原因在于举证责任不清，劳
动者想要证明其工作环境达到高温津贴发
放标准，并非易事。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明确高温津贴发放
纠纷举证责任，保障劳动者权益。江苏、

广东等地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从事高
温天气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承担举
证责任。

东莞市司法局今年 5月公布的一起案例
显示，东莞某工艺制品厂的注塑部组长李
某，因厂方不发高温津贴与厂方发生争
议，被无故辞退。法院审理认为，企业虽
安装了抽风机、冷风机等通风降温设备，
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 6月至 10月期间将
李某工作场所的室温降到了 33℃以下，且
未能证明已向李某支付过高温津贴，最终
被判处支付高温津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 4万多元。

多位基层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相较于农民工工资和社保，高温津贴数额较
小，平时并非执法检查的重点。有些地方对
拒不发放高温津贴企业的查处，主要靠职工
举报和投诉，甚至存在“民不举，官不究”
的现象。

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表示，高
温津贴是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并非可发可
不发的“福利”，不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等
同于拖欠工资。有关部门应严查少发、拒发
高温津贴的行为。（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多地持续高温，劳动者高温津贴拿到手了吗？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
司宝鸡工务段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安全生
产一线，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整修，确保行车安
全。图为该段杨家湾线路车间党员突击队队员在
宝成线进行换轨施工。 闫陇辉 摄

详见二版详见二版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日前印发
通知，要求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
活动。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加强团结引领服务知识分子
的重要举措，对于把各方面优秀知识分
子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形
成不懈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具有
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深刻改变
的历程，就是一部从苦难到辉煌的奋斗
史。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90多年里，广大知识分子胸怀赤子之心、
坚守报国之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
史册的功勋，筑起一座中华民族的精神
丰碑。从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两
弹一星”元勋和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
等老一辈知识分子，到近年来涌现的以
黄大年、李保国、钟扬等为代表的新时代
优秀知识分子，精神赓续、薪火相传，他
们的名字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熠熠生

辉，标示出爱国奋斗精神的历史厚度与
时代高度。

新时代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
为。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把蓝图变为现实，需要汇聚起最广泛的
力量。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
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力量。始终与党和
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以更加坚定的家
国情怀、更加高远的理想追求、更加执着
的报国信念投身祖国各项事业，是党和
人民的殷切期待，也是时代赋予广大知
识分子的历史重任。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兴。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中，伟大的爱国奋斗精神贯穿始
终。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主
义始终是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不懈奋斗的
精神动力。开展这次活动，就是要发挥
典型引导作用，充分挖掘优秀知识分子
的感人事迹，深刻诠释新时代爱国奋斗
精神，切实增强广大知识分子对党和国
家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
认同，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

奋斗激情，巩固我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

“为政之道，惟在得人”。着力集聚
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是党和国
家事业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开展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是
落实党的人才政策、开展知识分子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要通过这项活动推动
各级党委（党组）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在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
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
把党的人才政策落到实处，营造尊重关
心服务人才的浓厚氛围，让广大知识分
子发挥更大作用。

精神的传承，归根到底靠实干。密
切联系实际，坚持服从服务大局，是这次
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要立足本职深入
践行，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注重政治引领、凝心聚力，突出
学用结合、知行合一，通过各种行之有效
的方式把活动引向深入。广大知识分子
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
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
的伟大奋斗之中，必将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再立新功，交出无愧于国家和民族
的新答卷。

弘扬报国志 建功新时代
·鑫华萍·

本报讯（程伟）近日，笔者从省扶贫
办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集中力量攻克难
中之难、坚中之坚，进一步夯实驻村帮扶
工作，中央定点扶持陕西脱贫攻坚力度
不断加大，苏陕扶贫协作持续深化，社会
参与扶贫深入推进，全省大扶贫格局基
本形成。

今年以来，我省深挖潜力，新组织
123家中央驻陕单位、省级部门和省属企
事业单位参与驻村帮扶工作，其中 106
家单位帮扶 11 个深度贫困县，占比
86%。我省还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
计有驻村工作队 1.04 万个，驻村干部
3.71万人。其中，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级
共增派驻村干部6075人。

与此同时，中央定点扶持力度也进
一步加大。中央 36个部委单位对我省
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全覆
盖帮扶，先后派出挂职干部 107名，直接
投入帮扶资金 2.67亿元，引进资金 16.8
亿元，帮扶贫困人口约15万人。

今年 4月，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江苏
省对接，签署专项框架协议 13个，签订
产业发展等合作协议 33个。目前，苏陕
协作已实现了我省贫困县与江苏省县区
的结对全覆盖，达成落地产业协作项目
232个。这些项目总投资达 49.7亿元。
目前，我省在江苏省就业贫困劳动力增
至6912人。

我省还充分挖掘自身潜能，持续推进国企“合
力团”、校地结对“双百工程”、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等帮扶体系，培训培养骨干教师、医生护士、农技
人员和新型农民等 2万多人，使贫困群众在县域内
就诊率达 85%以上。我省还深入开展社会扶贫，推
进“万企帮万村”等活动，累计投入资金 33.41亿
元，实施帮扶项目1.17万个，帮扶贫困人口64.07万
人。同时，中国社会扶贫网在我省上线运行，首批
募集资金69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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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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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张弛 刘红霞）海关总
署8月1日宣布，即日起，海关进出口货物整合申报正
式实施。原报关单、报检单将合并为“一张大表”进行
货物申报，让企业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单通关。

此次改革，海关总署将原报关、报检共 229个申
报项目精简为 105个，对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和进
境、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布局结构进行优化，版式由竖
版改为横版，纸质单证采用普通打印方式，取消套
打，不再印制空白格式单证。

值得一提的是，海关总署将原报关报检单据单
证整合为一套随附单证、一组参数代码，参照国际标
准，统一了国别（地区）、港口、币制等8个原报关、报
检共有项的代码。

海关总署副署长李国表示，整合申报项目作为
首个上线运行的关检融合项目，标志着关检业务全
面融合迈出了重要一步。将原报关报检流程整合形
成新的申报流程，减少了企业重复申报，有利于企业
节省人力成本，减少申报费用，提升企业获得感。同
时，也丰富了海关数据资源，有利于海关形成整体风
险防控合力。

新版报关单8月1日启用

本报讯（记者 鲜康）8月 1日，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环保厅新闻发言人、副厅
长郝彦伟通报上半年全省环境质量状况。

今年上半年，全省 13个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平均为6.23，同比下降（改善）4.9%。其中，关中地区
改善最大，达到 6.8%、陕南改善 2.2%、陕北变差 1.4%
（延安改善5.0%、榆林变差9.1%）。主要指标中，两项
重要指标变好，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9.4%；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9.1天，同比
减少 5.4天，减幅 37.2%。两项指标变差，PM10平均
浓度为 119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4%；优良天数
为106.8天，比例为59.0%，同比减少4.7天。

全省河流中，汉江、丹江和嘉陵江水质稳定保持
优；渭河干流同比化学需氧量、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下
降 17.6%、36.4%，出省潼关吊桥断面Ⅲ类水质；渭河
支流同比化学需氧量、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6.2%
和23.0%；延河重度污染，同比水质无明显变化；无定
河轻度污染，同比水质无明显变化。28个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达标率为 96.4%，取水量达标
率为99.5%。全省辐射环境质量状况良好，功能区声
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上半年全省PM2.5平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9.4%

本报讯（李幸）近日，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在西
安举办基层工会主席培训班。

培训中，多位专家立足能源化学地质产业特点
进行授课，并对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答疑
解惑。参加培训的基层工会主席纷纷表示，通过培
训，开拓了视野，明晰了工作方向，受益匪浅。

举办基层工会主席培训班
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当地时间7月31
日，正在执行“和谐
使命‐2018”任务的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
医院船在南太平洋
海域举行隆重升旗
仪式，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1周年。

和平方舟于6月
28 日从浙江舟山起
航，先后对巴布亚新
几内亚、瓦努阿图进
行友好访问并提供
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累计诊疗民众1万余
人次，赢得了到访国
政府和民众的高度
赞誉。 江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