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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的西安市阎良城区里，显得

有些“冷清”。街道上的一些餐饮店、
理发店、服装店、培训机构、洗衣店等，
齐刷刷地关了门，平时大街上满是蓝
色工装的“西飞人”就像是凭空“消失”
了一样 。

平日热闹的“飞机城”缘何“静悄
悄”？原来，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每年七八
月份都要集中休高温假。“这种现象已经持
续了十多年，西飞等单位把职工带薪年休假
和高温天气结合在一起，集中休息形成高温
假。”8月6日，几位坐在门口等客的店老板告
诉记者。

“高温假”效应

西安市阎良区工业集中，是集飞机设计、
制造、鉴定、试飞、教学、研究于一体的著名中
国航空城。

自从西飞等单位给职工有了“高温假”，
与之关联的企业也放了“高温假”，进而影响
到了阎良城区的方方面面。“我没在航空相关
企业上班，但老公在。以前老公休假，我就请
假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后来我们单位请假的
人多了，干脆也就效仿放起了高温假。”刘晓
莉告诉记者。

“他们一放假阎良好像就是一座‘空城’。”
8月 6日 12时许，位于西飞北边的步行街上，
某咖啡馆的老板娘孟津无奈地说。

整个阎良，这几天最热闹的莫过于各
种宠物店，西飞附近的几家宠物店寄养格
外热闹。“平时几天就一半条狗寄养，高温

假放了后一天几十条狗要寄养，主人都出
去旅游了！”亲亲宠物店老板王少飞说。

省国防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尹凌提供
的“高温假”摸底数据显示，在我省国防系
统中，航空工业、兵器集团以及电子集团
宝鸡片区、船舶等行业绝大多数企业从
2007 年起，根据夏季炎热高温、生产事故
易多发的特点，安排企业职工在 7 月下旬
至 8 月上旬统一进行 5-10 天的带薪休假，
职工称之为“高温假”。如今，在高温时段
集中安排职工休带薪年假的企业约为 67家，
全系统占比 32%。

避暑缓释压力

早在 2015年，位于兴平市的陕西柴油机
重工有限公司工会，在职工中开展了一项问
卷调查，76%的职工第一愿望就是在炎炎夏
季可以避暑缓解工作压力。

为了满足职工愿望，该公司工会倡议职
工每年 5月份每周星期六加班一天，然后把
当月加班的 4天时间集中调整到 7月底 8月
初，单位再放假 1天，加上前后两个周末的 4
天，形成职工的高温假，假期职工基本工资

和福利待遇不受任何影响……经过职代会
讨论通过，2016 年起正式实施了高温假制
度，并在 2017 年实现了规范化。而这种做
法，在陕西国防系统的企业比较盛行。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制造企业，或因
车间没有空调室内比较热，或因为露天作
业地面温度太高而无法工作，或因为生产
任务不够饱和，而选择了根据企业生产任务
情况，提前安排生产，在每年 7月初到 8月底
一年中气温最高的两个月时间内，安排职
工集中休 5到 15天不等的带薪高温假。

另外，还有不少单位因从事露天作业，
在夏季高温季节，放高温假的时间长达一
个月乃至两三个月。比如，陕西某航天基
地，夏季基地地面温度太高，根本就无法
进行工作，所以单位就全部放高温假，全
员休息。又如，危化品生产企业，因为安
全生产管理需要，在特别高温时间会限量
生产或停止生产，就会对职工放时间长短
不一的高温假。

“高温假”惠及多方

康健是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销售部

的职工，今年单位放高温假后，他和家人在外
畅快地游玩了一周，紧绷的神经得到了彻底
放松。陈浩安是陕柴供应所所长，放高温假
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处理家庭琐事
等，帮妻子减轻了不少负担。

自 2016 年起实施高温假制度以来，陕
柴许多职工欣喜地表示，夏季高温季节恰
逢学生放暑假，解决了自己平时没有充足
时间陪伴老人和孩子的问题，也给家庭成
员一起旅游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温度高，人的心情很浮躁，很难静下
心来把一件事做好。”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
限公司兴平生产基地某车间职工张燕国
说，“休整一段时间后，人干活的精气神明
显不一样了！”

而对企业来说，也是益处多多。多家企
业车间领导反馈，自从实施了高温假后，不仅
生产任务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安全事故大幅
减少，生产效率更高了。

这种好处，甚至转移到了其它行业职工。
“高温假后，这些企业的职工都选择出去

旅游，周边很多店都暂时关门了。”8月 3日下
午，兴平市芳芳美容养生会所西城店负责人王

改玲说，“趁着大家放假，也没啥生意，
刚好自己也带家人和孩子出去转转！”

“当气温达到35℃时，人体散热就
会发生困难，进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产生影响，这
样的环境下持续工作就极易发生生产
事故。”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
主席吴志毅说，“企业在高温季节，根
据各自情况合理安排生产时间让职

工休带薪假，从源头上扼杀事故隐患，保护
了职工权益，值得肯定！”

高温假可否写入《劳动法》

记者了解到，从法律层面来讲，尚无明确
的高温假一说，但高温假已引起许多法学专
家的重视。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唐尧就建
议将高温假写进《劳动法》。他认为，《劳动
法》的宗旨就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劳动
环境，尤其是特殊工作环境下劳动者健康的
保护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内容，所以高
温作业有必要写进《劳动法》

多位职工在记者采访时认为，一年之中，
除了春节、国庆节的假期相对较长一点，夏季
高温时节有个假期，让职工有更多的机会享
受社会发展的红利。

从走访来看，目前高温假在多数企业还
是以加班换休的方式进行，与带薪年休假合
并执行。对企业和职工都有益，企业节省了
成本，降低了消耗，职工有时间陪孩子，安排
家务，探亲访友，可以说一举多得。23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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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陕西省总工会《关于继续开展全省工会“金秋助
学”活动的通知》（陕工办发〔2019〕27号）的“精准助学”条
件，经全省各级工会层层上报，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严
格审核，拟定 12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为“精准助学”对
象。现将2019年度“精准助学”拟救助名单予以公示，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户主姓名 学生姓名 父母所在单位
马春红 王雨晴 宝鸡市蜂业（集团）公司

白 震 白静雨 渭南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申海艳 李若雪 米脂县丽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申春如 郭凯翔 米脂县银州镇学区

张子武 张预婷 横山区道路运输运管所

高小琴 李 佳 镇巴县心连心商贸有限公司

屈侃印 屈延洲 商州区燃料公司

李小龙 李文刚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谭黎冰 朱依菲 西安普天通信有限公司

乔 燕 马瑞辰 陕西国防工业技师学院

王晓兵 王硕杨 陕西新时代（集团）公司翰龙商贸公司

夏小俞 王柯骅 陕西省农垦集团朝邑农场

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从 8月 19日至 8月 23日。如

对“精准助学”对象有情况反映的，可在公示期内向省纪

委驻省总工会机关纪检监察组反映。

省纪委驻省总工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监督电话：

029—87329883。
联系人：梁侃

陕西省总工会

2019年8月15日

公 示

平时吃住都
在工地项目部，
错过晚餐外出吃

饭醉酒后发生交通事故致死，工伤该怎
么认定？醉酒是否为不予认定工伤的绝
对条件？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法院的判
决给出了答案。

2016年 12月 3日近 21时，山东省济南
某路桥公司职工司小强（化名）与项目部几
位同事忙完工作后，已过食堂就餐时间，便
一同到位于工地附近的饭馆吃饭。饭后
返回单位的途中，司小强被杨某超速驾
驶的一辆超载的重型牵引车撞倒身亡。

济南市公安局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认
定，杨某超速驾驶超载车辆未确保行车安
全的行为，是造成该起事故发生的全部原
因，司小强无过错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程序规定之相关规定，确定杨某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司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

2016年 12月，司小强所在的单位济南
某路桥公司向济南市人社局提交司小强
工伤认定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济南市人
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济南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
酒精《检验鉴定报告》，载明司小强发生交
通事故时为饮酒后，且血液中的乙醇含量
为 204㎎／100ml，已经达到醉酒标准。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和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

“醉酒或者吸毒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济
南市人社局对司小强死亡不予认定或者
视同工伤。司小强的近亲属不服，将市人
社局诉至历下区人民法院。

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事故发生时司
小强工作地点在项目部，住在项目部宿
舍。司小强吃完饭回项目部，属于上下班
途中，认为应当认定为工伤。

被告济南市人社局认为，职工司小强
系外出吃饭后返回项目部途中发生的事
故，且在吃饭过程中有饮酒行为并达到

“醉酒”的标准。综合工伤认定上下班的
“目的性”与“工作相关性”考虑，职工的情
形不具有上下班的“目的合理性”，事故的
发生与工作原因无关，因此认定司小强所
受伤害不属于工伤。

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被

告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司小
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重新作出关于司
小强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济南市人社局
提起上诉。济南中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一审审判长刘文庭后表示，关于此案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有关行政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与社会保险法关于醉酒不
予认定工伤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从文意上
理解，前者规定无论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均不得认定为工伤；而后
者规定中“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表述，
则强调了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两个法规文意解释、理解不一致之
处，也是本案产生争议的根源，需要解决法
律规范竞合的选择适用问题。我国立法法
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规章”。按照此规定，我国社会保险法
在效力上高于《工伤保险条例》，两规定出
现不一致时，应当以前者规定为裁判依据。

本案中，如果醉酒行为不是职工伤亡

事故的引发原因，那么醉酒则不应成为认
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司小强在交通事故发
生时虽处于醉酒状态，但《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司小强不负事故责任，这说明事故
的发生并非司小强醉酒所致，司小强醉酒
与交通事故发生、司小强死亡之间不存在
因果关系，单纯以醉酒为由不予认定司小
强工伤，属于法律适用不当。

工伤认定需要综合考虑其工作性质、
工作时间、发生事故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等因素，司小强因工
作原因错过在项目部的晚饭时间，其与
同事外出吃饭应为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
活所需要的活动，具备外出的合理目的；
司小强与同事前往餐馆吃饭所经道路也
属于合理路线，且司小强外出吃饭后尚
需返回工地项目部。若简单的因外出
吃饭，而成为阻却当事人认定工伤的事
由，则与《工伤保险条例》的制定目的明
显不符。因此，被告市人社局在作出涉
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对上述因
素未予查明及分析，简单作出决定不予
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结论，属于适
用法律、法规错误。 □徐鹏 王继学

外出醉酒遇事故致死，该不该认定工伤
■典型案例■

百事通先生：
我被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派遣

到一家工厂上班后，公司委托工
厂为我办理了全部社会保险。三
个月前，我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
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对
方司机负全部责任。可当
我向社会保险中心申请
工伤待遇，却被告知我的
用人单位是人力资源公
司，而人力资源公司并
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
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只是
用工单位即工厂，故不能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请
问：社会保险中心的理由
成立吗？ 读者：张牟
张牟同志：

社会保险中心的理由
不能成立，即人力资源公
司委托代缴社保不影响你
享受工伤待遇。一方面，
你的情形当属工伤。因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六）项已经明确“在上
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
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
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
为工伤。

另一方面，用工单位可以代
办工伤保险。虽然《社会保险法》
第二条、第三十三条分别规定：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
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
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
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职工应当参
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
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
费。”《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
款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

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
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
八条则已进一步规定：“劳
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
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
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
加社会保险，按照用工单
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会
保险费，被派遣劳动者按
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即这些规定已经明
确作为用人单位的劳务派
遣单位，的确负有为职工
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法定义
务，但并不等于劳务派遣
单位只能“亲力亲为”，因
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十九条同样规定：“劳务派
遣单位在用工单位所在地
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分支
机构为被派遣劳动者办理
参保手续，缴纳社会保险
费。劳务派遣单位未在用

工单位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的，
由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
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纳
社会保险费。”与之对应，鉴于人
力资源公司委托工厂为你办理工
伤保险并不为过，自然不能成为
社会保险中心拒绝向你给予工伤
保险待遇的理由。 □百事通

今年以来，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
监察大队坚持“早掌握，早预防，早介入，早处理”的
工作机制，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拖
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深入重点企业，对用工情况、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资台账等情况进行检查，通过督促
巡查，维护了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有效预防企业恶
意欠薪事件的发生。图为劳动监察工作人员现场监
督企业为农民工发放工资。 □孙俊峰 摄

本报讯（师妮妮）近日，榆林市横山区文化宫
重新装修后正式投入使用，全区职工又增添了
重要的文体活动场所，共享工会“娘家人”带来
的精神福利。

经过重新规划设计，新改造后的文化宫一楼
建有互助保障大厅、爱心驿站、母婴关爱室、心理
咨询室、法律援助、援助中心、职工书屋、阅览室

二楼建有雷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棋牌室、茶艺室、
健身房、器材室、厨房、餐厅和文化宫办公室。

据悉，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学校
与乐园”的作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
全区广大职工创造更好的学习、培训、教育、休
闲娱乐等场所，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职工的精
神文化需求，树立工会服务职工窗口。

横山区工人文化宫旧貌换新颜

（上接第一版）
铁路职工吃喝拉撒全在山上，自然有生活垃

圾。过去，可以一股脑地将所有垃圾倒进一个垃圾
桶。青石崖车站值班员孙腾称：“现在再这样做，
就不行了。”他说：有一次，他刚这样倒完垃圾便
被站长叫住。站长也没说二话，弯下腰将垃圾取
出来，在对食品包装袋和西瓜皮等垃圾进行分类
后，才重新扔进不同垃圾桶。“原想着将垃圾扔进
垃圾桶就是环保，现在想来，只有进行分类，垃圾
才能变成资源，不分类就还是垃圾而已。”

生态保护意识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现
在，这个站对饮料瓶、旧纸箱等可回收利用的垃
圾，都采取集中存放；而对剩菜残羹等厨余垃圾，则
由临近站区的养殖户集中取走。站长孙磊说，“过
去，我们多以焚烧和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但处理
了‘面子’处理不了‘里子’。为了从源头上解决问
题，现在，对所有垃圾都是先分好类再往山下背。”

山上的垃圾拣拾不容易，往山下背更不易。
宝成铁路建设时，为了保障线路不被山洪冲毁，从
青石崖车站北端的隧道口，顺着山麓，修筑了一条
通往山下的排洪“渠”。这条“渠”也成为青石崖
通往山下的生活道路。近 70 度的陡坡上荆棘丛
生，如逢降雨或降雪，这条“路”就走不成了。为
此，他们又将另一边山脊突出的岩石敲掉，砍掉灌
木，开辟出一条仅能容单人通过的新路。秦岭地
区树木生长旺盛，这条路经常会被疯长的树木遮
蔽，行路时不仅双脚要小心翼翼，还须用双手不停
地将树枝拨开。山上的垃圾，就是顺着这样的

“渠”和这样的“路”，靠职工的肩膀一袋一袋扛下
去的。有时候袋子扛在肩上，蚂蚁会从里面钻出
来，在人身上来回爬行……

当我们从青石崖下来，来到观音山车站时，我
们见到了观音山线路工区职工兰思权。观音山车
站也是当年用炸药炸出来的车站。两端是隧道，中
间的线路一面是悬崖，一面是清姜河的深沟边坡。

“我在山上已工作三十多年了，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上班背黄土、背新料捡垃圾，下班背旧料捡垃
圾，早都成为了生活习惯。”兰思权和工友每天上下班
都要对沿线的生活垃圾进行捡拾，对更换的路料更是
做到工完料尽，全部回收到指定的材料堆放处；对于
维修作业更换的道钉、扣件、夹板等小型路料，职工们
在下班时也都全部背回工区集中存放。

在枣园沟半道工区工作了 22年的陈卫平回忆
说：参加工作以来，他上下班从来没有空着手来回
过。上班要把扣件、夹板和轨距杆背到工地，下班
得把更换的旧料肩扛回去。多年来，工区每年回
收旧料 20 余吨。这些废旧轨料回收，不仅保护了
秦岭沿线清洁的环境，而且起到了“变废为宝”的
作用。职工中的“能工巧匠”还把废弃的枕木、钢
轨、旧铁架，制作成简易文体器材，甚至设计制作
成如雕塑一般的工艺品，把自己的家园装扮得别
开生面。

枣园沟半道工区现在归属观音山维修工区。
管辖的线路有 84%的小半径黄线，维修频次高，维
修材料多，需要回收的旧料也就多。“工区的院子
小，堆不了那么多，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旧料放置
在沿线固定的地点，由轨道车定期回收。”陈卫平指
着堆码整齐的废旧轨料说。

观音山车站处于崇山峻岭间，沿线交通不便，
职工上下班都是步行，单是空手爬上 425个台阶就
很累了，再肩扛背驮路料和白色垃圾负重前行，其
难度可想而知。“路料可都是金属疙瘩，肩扛背驮一
定很重吧？”当我们试图提起一根轨距杆而未能提
起来时，忍不住这样问道。“每天都背，习以为常
了，就感觉不到重了。”陈卫平边说着，边示范似地
轻松掂起了一根轨距杆。

“那你们捡拾白色垃圾会不会影响工作？”“不
影响啊！捡拾白色垃圾都是在上下班路上随手而
来的。你捡一些，我捡一些，人多力量大，分散了也
不重，随身就带下山了。”职工胡晓辉如是说。

“刚上班时，还真有些不习惯，本来干一天活
够累了，还要背旧料、捡垃圾！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大家也理解了师傅们这样做的深意，我们这些
年轻人也争着去做了。秦岭是国家公园，是祖国
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是一座颜值很高的山脉，保
护好秦岭是我们每个宝成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青
工陈驰的话同样让人感动。 □孙天才 杨安鸿

宝成线秦岭车站远景宝成线秦岭车站远景。。 张宝忠张宝忠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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