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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职工缺“温暖” 不让创造财富的人吃亏
郭大为在看望慰问陕西燃气集团冬季保供一线职工时强调

据西安日报 日前，西安市
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
旨在完善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保护
农民工合法劳动报酬权益。

《通知》要求各级行业主管
部门要严肃查处虚假招标、串
通投标、挂靠承包、违法发包分
包、层层转包、建设资金不到
位、拖欠工程款等行为，着力解
决所属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有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一律不得批准其新

开发建设项目和为其办理用地
手续。对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建筑业企业，要依法对其
市场准入、招投标资格和新开工
项目施工许可进行限制；对恶意
拖欠、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

《通知》要求，开发建设单位
对工程项目中农民工工资支付
承担全面责任，工程建设总承
包单位对清偿欠薪负主体责
任。因建设单位或总承包企业
未按合同约定拨付工程款致使
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由建设单位或总承包企业先行
垫付。总承包企业违反规定分
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
织或个人致使农民工工资被拖
欠的，由总承包企业承担欠薪
清偿责任。工程总承包企业与
工程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
企业存在工程款纠纷致使农民
工工资被拖欠的，由工程总承
包企业先行垫付。对于政府工
程项目拖欠的工程款，由本级
政府限期予以清偿；涉及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先行垫付被拖
欠的工资。

西安严格落实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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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村西水汪汪，村前河滩白茫茫。
半年糠菜半年粮，有女不嫁东岭郎。”这是
改革开放前东岭村的真实写照。

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位于渭河北岸，
有着 200多户村民，原本是联盟村的一个
生产小组。村里人均只有几分河滩地，务
农是最主要的活计。过去，村民维持温饱
都成问题。

75岁的村民方华回忆，那时家里有七
八口人，吃饱穿暖是头等大事。家里的土
坯房让方华闹心：“只要一下雨，就这儿垮
一下、那儿掉一块，每年都要修好几次。”

方华的三儿子方文林说起小时候的生
活，也有不少感叹：“那时候吃不饱，做菜放
油都是用筷子蘸一点儿，主食是玉米面做
的‘粑粑馍馍’。”

改革开放，借着政策春风，东岭人心思
活络起来，先是临街建了一批门面房，成立
了金台区联盟综合服务部，后又办起了黑
白铁皮加工厂。1985年，加工厂扩大经营
范围，成立了金台区东岭机械铆焊厂。

1988年，村民李黑记站了出来，承包
了资产不足万元的铆焊厂，每年上缴村民
小组5000元承包费。经过几年艰苦打拼，
铆焊厂有了起色。村组干部见李黑记在经
营上有一套，主动提出让他继续承包。

上世纪 90年代初，铁丝、铁钉等产品
的需求量增多。李黑记敏锐捕捉到商机，
筹资购回 2台旧冷拉丝机和制钉机。短
短两年，工厂盈利 20多万元，资产猛增到
170万元。

方文林 16 岁到铆焊厂做工，负责制
作铁皮烟囱，之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电焊
工。1990 年后，方文林又开始给厂里开
大货车，把生产的各种零件运到宝鸡、西
安等地。

家里有了积蓄，方华父子便把原来的
土坯房扒掉，盖起了二层砖房，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房
子的安全了。不过，冬天仍然只能靠炉子取暖，村里供
电不足，排污不畅，尤其是公用厕所让方文林很苦恼：

“冬天特别冷，厕所得走一里地才能到。”
东岭机械铆焊厂很快成为年销钢材上百万吨的乡

镇企业，到 1994年，产值首次超过亿元。借助政策，东
岭先后兼并多家企业，成立了集金属加工、贸易、建材、
运输等产业为一体的东岭集团，李黑记担任董事长。

1999年，东岭从联盟村分离出来单独设村，企业董
事长、总经理兼任村上“一把手”，继续实行“村企合一、
以企带村”体制。村里多数村民都放下了农活，到企业
上班。作为集团的司机，方文林“鸟枪换炮”，大货车换
成小轿车。

为了改善住房条件，2001年，东岭邀请专家对新村
进行规划设计，投资数千万元建成了住宅小区，每户村
民都分到了一套住房。方文林对自己的房子特别满
意：“水电气一应俱全，去厕所再也不用跑远路了。”

方文林的女儿方雪1995年出生，从她记事起，父亲
一直就有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拿上千元工资，家里
也早早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与村里同龄人一样，
方雪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学费和书本费均由村里统
一报销。大学毕业回到东岭工作后，读大学的费用都
由村里报销。

“东岭发展特别好，回到家里日子过得舒心。”大
学一毕业，方雪就到东岭集团财务部信息中心工作，
每个月能拿 5000元工资。她在外地的丈夫也来到东
岭安家落户。

如今，当初小小的村办工厂已发展成一个拥有员
工近 20000人、子公司遍布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2017
年企业总收入达到 1300亿元。靠着工资和分红，再加
上房屋出租等收入，东岭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
户均资产超过了300万元。

“改革开放让人敢想敢做，也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李黑记说。 （郭强 刘彤）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冬日
的关中大地，气温持续走低，全
省天然气用气量有增无减。12
月 11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到杨
凌，看望慰问陕西燃气集团液化
天然气公司奋战在冬季天然气
保供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向他

们送去了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省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张仲茜，杨凌示范区管委
会党工委书记李婧，杨凌示范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九红
一同慰问。

据陕西燃气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郝晓晨
介绍，该公司承担着整合
全省燃气优势资源、推进

“气化陕西”工程的重要职
责，先后建成投运 34 条天
然气长输管道，日输气量
能力 4786 万方，管网覆盖
了我省 10市及西咸新区和
杨凌示范区。

当日，杨凌地区气温
为-4℃。郭大为一行一到
企业就来到生产区，实地调
研了解输气管道、工艺装
置、压缩机厂房等情况。在
LNG 工厂分输站和储罐
区，郭大为与坚守岗位的工
人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
切慰问并送上慰问品。

“燃气职工用辛勤的
劳动为民众送温暖，我们
特意来为职工‘送温暖’！”
郭大为对坚守岗位的工人
们说，“在寒冷的冬季，全
省人民能安全用上暖气，
离不开你们的辛勤付出。
面对冬季用气高峰期，你
们克服自身困难，坚守工
作岗位，全力以赴，乐于奉

献，确保了我省工业和人民生活
用气安全，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
工作作风，展现了国有企业职工
的新时代风采。”

郭大为十分关心一线职工
的工作生活，他详细询问了企业
生产安全、职工食堂伙食等问
题，察看了职工活动中心。当得
知企业职工食堂办得不错，又看
到职工活动中心器材齐全时，郭
大为深感欣慰。他强调，国有企
业领导和工会干部，要全心全意
依靠职工办企业，不但要在生活
上，还要在精神上关心爱护，从
一件件小事做起，为他们创造良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他们有
尊严的快乐工作。工会要理直
气壮为职工说话办事，设身处地
关心职工利益诉求，切实发挥维
权服务职能，不让职工缺“温
暖”，不让创造财富的人吃亏。

在谈到企业发展和扶贫工
作时，郭大为指出，近年来，杨凌
在城市建设和农业高科技发展
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企业要融入当地社会经济
发展，当地政府也要为企业排忧
解难，做好服务，只有城市、企
业、职工三位一体都发展好了，
才是真的好。郭大为强调，国有
企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投身扶
贫工作，通过产业扶贫，给当地
注入工业文明，给老百姓留下可
持续发展的产业，彰显国有企业
的社会责任。

郭大为还与企业管理层和
职工代表进行了座谈，调研和了
解企业冬季保供、工会工作以及
企业发展等情况。

郭大为在杨凌陕西燃气集团液化天然气公
司看望慰问奋战在冬季天然气保供工作岗位的

一线职工，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
关怀和温暖。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按照《关于开展厂务公开职代
会五星级单位认定工作通知》的要
求，经基层单位申报，各市（区）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评选推
荐，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
审核评定，产生了 2018年陕西省厂
务公开职代会五星级单位拟认定
名单。为进一步听取职工群众意

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 2018年陕
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
推荐的陕西省厂务公开职代会五
星级单位名单（详见二版）予以公
示。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于
2018年 12月 17日 18：00前以书面
形式向陕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协调小组办公室（陕西省总工会基

层工作部）反映。
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邮编：710003
电话（传真）：029-87329837
联系人：吴晓茹

陕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
2018年12月11日

公 示

按照《关于评选陕西省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通知》的要求，经基层单位申报，各
市（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
评选推荐，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
调小组审核评定，产生了 2018年陕
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拟表彰名单。为进一

步听取职工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
督，现将 2018年陕西省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协调小组推荐的陕西省厂务
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名单（详见二版）予以公示。如对公
示对象有异议，请于2018年12月 17
日18：00前以书面形式向陕西省厂务
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陕西

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反映。
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邮编：710003
电话（传真）：029-87329837
联系人：吴晓茹

陕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
2018年12月11日

公 示

本报讯（周宏娟 于锦平）12月11日，东航西北分公司开通
西安-马德里直飞航线，该航线是西北地区首条直飞马德里
的航线，也是东方航空开通的第二条直飞马德里的航线。

该航线航班号为 MU263/264，由大型宽体客机 A330
机型执飞，每周两班。去程航班每周二、六执行，于北京时
间 15:05 从西安起飞，当地时间 19：45 到达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回程航班每周三、七执行，于当地时间 21:55起飞，北
京时间次日 15:55到达西安。

东航西北分公司开通西安-马德里直飞航线

■四部委打击虚开骗税：已有252人投案自首
■11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71%
■2018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陕西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
■全国单笔最大煤炭产能指标交易在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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