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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核工业四一七医院职工全力
配合西安市临潼区卫健局做好防疫检查

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排查 16749 辆车，登
记28588人的相关信息。 □雷小梅 摄

本报讯（郭沛然）2月 15日，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支持企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细则》，从便企惠
民的角度推出多项实施细则，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延长缴存
和还贷时限，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单位和个人渡过难关。

无法按时足额缴存公积金 可申请缓缴
《细则》指出，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无力按时

足额缴存公积金的企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或者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

延期缴存期满后，仍无力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困难
企业，单位经办人可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单位公章的
书面申请、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暂缓缴存决议或工

会意见，向开户登记所属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申请办理
临时性暂缓缴存手续，临时性暂缓缴存期最长不超过 3
个月，由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备案登记后予以实施。已
办理临时性暂缓缴存的企业，其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贷
款权益将会受到影响。

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和职工，
可待疫情结束后缴存，因疫情造成的延期缴存，不超过 3个
月的，可视为正常缴存，贷款权益不受影响。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期限延长3个月
从公积金提取来看，《细则》指出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因受疫情影响无法办理而超期的，提取业务所需的相关资
料期限可顺延 3个月。“受疫情影响无法办理而超期的”指
在疫情期间由于疫情影响未能及时办理的住房公积金提

取业务，所需资料超过规定时限的。
购买商品房、单位出售的公房、二手房、拆迁安置房

以及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在疫情期内超过 5 年的，
疫情结束后可在顺延的 3 个月内提取。此外，疫情期间
最后一次还清商业购房贷款的，疫情结束后可在顺延的
3 个月内提取。

受疫情影响的三类职工未及时还贷免罚息
对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者，因感染新冠肺炎住

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以及受
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人员，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暂时不转逾期，不计收罚息

且不影响个人征信。
对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主要

包括具有下列情形的贷款职工：一是参与疫情防控的一线
工作者，包括医护人员、警务人 员、城市管理人员、社区工
作者、环境工作者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疫情防控及保障
供给的人员等；二是住院治疗、医学观察或被政府隔离的
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三是受疫情影响暂
时失去收入来源人员，主要包括企业减员、未正常发放工
资的企业职工以及无收入来源的自主缴存人员。

对具有以上情形的借款人，在疫情期间不能正常偿
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中心不进行转逾期处理，且不计收
罚息，不影响个人征信记录。职工应偿还贷款本息须在
疫情结束后的次月起，最长 3个月内偿还。

西安企业可申请降低或缓缴公积金
三类贷款职工可延期还贷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西安市长安区人民
法院获悉，2月 14日上午，长安区人民法院通
过远程庭审，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快立、快审、
快判一起暴力抗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案
件。被告人杨某某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6个月。这也是陕西宣判的首例涉疫
情妨害公务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 2月 4日 16时
许，被告人杨某某在出小区大门时，因违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规定，未佩戴口罩，
拒不配合工作人员管理，与小区物业和包抓
单位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又与一名在场业
主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辖区派出所 2名民
警接警后到达现场，准备将杨某某带回派出
所进行调查时，杨某某仍竭力反抗、拒不配
合，用拳头击打民警王某某面部，致民警面部
受伤。随后在群众协助下，杨某某被控制。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以暴力方式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已构成
妨害公务罪。鉴于被告人在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酌情从轻处
罚，遂当庭作出上述判决。

陕西首例涉疫情妨害公务案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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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 通讯员 独萍）
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
发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 切实关心医
务人员身心健康具体措施的通知》（陕政办
发【2020】3号），提出 9条具体举措。

实施定向招聘。自2020年起，省、市组
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对参加疫情防控
的一线合同制医护人员，实行所在单位定
向招聘，年龄放宽至45周岁。

实行职称倾斜。参加支援湖北和在省
内收治确诊病患定点医院从事新冠肺炎治
疗的一线医护人员，可提前一年申报高级
职称，并免除基层服务经历、科研论文、继

续教育要求，评聘不受岗位职数限制。
提供岗位支持。一线医护人员可提前

晋升岗位等级，取得相应职称的直接聘
任，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专业
技术二级岗位优先聘用参加疫情防控
的一线医务人员。

落实工资待遇。对防控任务重、风险
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不纳入基数
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额度不低于总量
的 10%；单位内部分配向一线人员倾斜。
落实国家卫生防疫津贴政策，对参与新冠
肺炎疫情防疫人员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优化工伤服务。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

染新冠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开辟
工伤服务保障绿色通道，用人单位申请工
伤认定时限延长至 60日。各相关单位要
主动跟踪服务，3个工作日内受理、认定、
发放工伤待遇。

关爱身心健康。对援助湖北和省内参
加疫情防控的一线医护人员，疫情结束后
由单位组织一次全面体检，所需费用由同级
财政部门负担。切实做好一线医务人员轮
休、补休工作，休假期间薪酬待遇不受影响。

强化表彰激励。根据《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奖励规定》，开展及时奖励。对获得嘉
奖、记功、记大功的人员，在一次性奖金基础

上，可以追加其他物质奖励。对作出突出贡
献的医务团队和个人，给予及时性表彰。

宣传典型事迹。积极开展“最美战疫
人”等评选工作，深入挖掘宣传贡献突出的
医务团队和个人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
凝聚强大力量，形成全社会崇敬、关爱医务
工作者的良好氛围。

加强人文关怀。对支援湖北的一线医
务人员家属、省内一线医务人员及家属，相
关单位、社会志愿者实行“一对一”帮扶和
专人对口慰问帮扶，优先保障防护物资和
防护设备，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帮助解决
日常生活需求、照顾老人小孩等困难。

陕西9条措施关爱防控一线医护人员
实行职称倾斜、工资待遇倾斜、优化工伤服务、强化表彰激励等

本报讯（独萍）近日，陕西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全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的
通知》，对医护人员合法权益保障、
以及其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通知》要求，陕西省仲裁系统要
对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的医疗卫生单位给予重点关注
与支持，要对抗击疫情期间医护人员
的管理及其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给予
必要的法律指引及风险提醒。对因抗
击疫情而引发的医护人员劳动人事争
议优先受理、优先处理。要全面保障
医护人员抗击疫情期间的合法权益。

陕西各市人社局要密切关注因
疫情而导致的劳动人事争议高风险行
业、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高度关注
加工制造业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各类线下体验式服务行业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全省调解
仲裁系统要对上述具有劳动争议发生
潜在风险的行业、企业具有高度警觉
性，要在保就业、保稳定的原则下有
重点地开展2020年度的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处理工作。

陕西各市人社局要针对本地区
疫情变化及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要
求，指导辖区内仲裁机构灵活调整工
作方式。全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应当在保障当事人仲裁程序权利的
同时，做好解释疏导工作。对有特殊

情况、特殊需求的当事人，要积极与卫生、民政、
司法、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
在疫情防控期间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陕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要积极开展
远程办公，利用信息化办案手段开展案件受理
及处理工作。在受理、办理仲裁案件过程中，
要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因素。对因
抗击疫情、防控疫情而开展的隔离、治疗、延
期复工、延期开学等情况作为仲裁时效中止
的情形，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
十七条第三款执行。全省调解仲裁系统要
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的行风建设工作，不
得以防控疫情为由拒绝履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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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家中，小区的前“街”后“巷”，成了
我关注最多的地方。在小区内外道路一侧
的垃圾箱前，我的目光常常会被定格。一
个个环卫工人戴着不规范的口罩，三五扎
堆的趴伏在绿色的箱体上，徒手捡拾着箱
内的废旧纸箱和制品。看着他们毫无防范
的举动，手心里的汗都能攥出来。

在全国抗疫一线，不知有多少环卫工
人走出家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用自己
的辛勤劳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可此一
时彼一时，而今的各色垃圾中，不仅仅是
生活垃圾那么简单，还会有骤然剧增的防
疫性一次性口罩等等废弃物。这些极有
可能带有病菌的废弃物，在毫无防护装备
保护的环卫工人的手里翻来覆去中，感染
病毒的风险势必高于常人。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役中，每一个环节都牵一发而动全
局。关注环卫工人在抗疫中的各种防护，
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不可忽视的
关注点，保障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整个社
会、城市的后勤保障才能健康、洁净、高效
运转。这就需要环卫主管部门对环卫工
人的科学预防知识和防护装备的配备和
使用，加强、再加强。

在这场战役中，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参与
其中，或在家防护好自己和家人，或捐款捐物尽到
一个公民义务的同时，少制造一些生活垃圾，特别
是合理使用，妥善处理使用过的一次性防护口罩等
等，不要随意丢弃，也是对环卫工人工作的支持,大疫
面前，我们都是同行者，责无旁贷。 □王惠武

本报讯（孙文超）2月 1 日至 14 日，全省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通过网上、掌上办理占比
达到 99.46%。

据统计，参保单位网上服务平台注册率、使用率
均达到96%以上，陕西养老保险APP注册人数累计达
到 808万。2月 1日至 2月 14日，陕西养老保险APP
办理业务 48.1万笔，网上服务平台办理业务 14.6万
笔，业务办理量较往年同期显著增长。

1月 31日，陕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不见面”服
务全面启动，陕西省社保局完善“互联网+”智慧社
保服务体系，通过建成的以核心业务系统为主，参
保单位网上服务平台、陕西养老保险 APP 为辅的

“一主两翼”信息系统实时办理业务，确保疫情期间
陕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业务不间断、服务不停歇。

“不见面”服务启动以来，省社保局统筹谋划，从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业务大厅疫情防控、倡导网上掌
上服务、推行业务延期办理等方面印发指导意见。
同时，对通过网上服务平台、手机APP等可以办理的
事项进行进一步梳理，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H5产
品等向社会公布。还与各代发银行建立疫情防控
养老保险待遇支付保障机制，明确应急响应流程，
确保疫情期间各项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防疫期间我省职工养老保险业务不停办

2 月 13 日，在商洛市商州区的杨峪河镇民主
村，今年 39 岁的村医刘妮正忙着给在外务工返乡
人员检查身体。目前，该村解除居家留观 60 人，没
有发生一例疫情感染疑似病例。 □赵少斌 摄

连日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积极行动，扎实落
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科学有序、全员参与、
全过程、全方位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孙超超 摄

■有话直说■

（上接第一版）

面向一线
汇聚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力量

2月8日，在西安公共卫生中心建设
项目，近万名参建职工，克服春节期间
人力和物资供应不足的困难，冒着可能
被感染的风险，正在日夜鏖战。省建设
工会主席徐富权将省总工会 20万元慰
问金送到省建集团一线参建职工手中，
为他们鼓劲加油。

一线医护人员和医院建设者是疫情
防控工作的核心力量，任务艰巨，工作繁
重。与省建设工会一样，疫情发生后，全
省各级工会行动，坚持面向一线，甘当一
线防控人员和建设者的坚强后盾，汇聚
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力量。1月 29日，咸
阳市委副市级领导庞少波带领市总工
会班子成员，带着 10万元慰问金，深入
市中心医院，通过视频联线救治一线医
护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慰问和鼓励，同时
到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家中进行看望慰
问，给每户送去慰问金 2000元。2月 14
日，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
席曹海芹带队前往市中心医院和市人民
医院，慰问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并为20名
医护人员每人送去1000元慰问金和价值
300元的新鲜蔬菜等慰问品。

在抗击疫情中，各级工会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和劳模示范引领作用，资金向

一线倾斜，资源向一线集中，在服
务防疫一线职工中彰显“娘家人”

的情怀：西安市总工会筹集1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一线防控人员的慰问、劳动保
护防疫物资的采购等；榆林市各级工会
共筹集专项补助资金254.88余万元，慰问
83家单位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汉中
市各级工会筹集慰问金 79万元，劳模捐
款 121万元，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渭南市总工会累计拨付93万元，重点
用于对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护人员、
公安干警、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慰
问；铜川市各级工会累计拨付防控专项
资金 113万元，劳模捐款 53万元，为一线
医护工作者、疫情防控点一线工作者，购
置防护物资。商洛市在市、县（区）两级
工会筹资 120万元、号召劳模捐款捐物
1084.08万元抗击疫情的同时，向湖北十
堰市总工会伸出援手，续写了陕鄂两省
职工携手抗击疫情的阶级友谊。

榆林、延安、汉中、杨凌等市（区）总
工会还充分发挥12351职工热线，开通24
小时服务，通过心理专家为防疫一线医
护人员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咨询服务，
缓解医务人员心理压力。

哪里需要
哪里就有“娘家人”的身影

截至2月16日，西安公共卫生中心已
正式移交使用单位，17日开门接诊。从
进场施工到完成施工任务，由中建西北
公司牵头承建，中建八局西北公司、中建
安装华西公司、陕建集团、中铁二十局等
参建单位近万名职工十余天日夜抢工鏖

战，这个占地 500 亩、可提供应急隔离
床位 500 张的一期工程已矗立在世人
面前，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工程项目建
设的“中国速度”。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有一群
人与建设者同行，把最美的身影留在
战“疫”一线。1月31日，陕建集团接到了
开建的命令，2月1日上午，陕建工会成立
临时抗“疫”小组，并决定拨付 20万元慰
问基金。2月 4日，陕建十二建劳务公司
口罩紧缺，陕建工会协调陕建十一建工
会，将 100个医用口罩调往施工现场，陕
建工会干部还通过个人渠道，购买一次
性医用口罩 500个送给项目职工。2月 8
日，元宵节，作为后勤的负责人，陕建机
施集团第六工程公司工会主席王宝生除
了给职工安排元宵之外，还精心准备了
500份肯德基和奶茶，让一线建设者感受
到了“娘家人”的贴心。

哪里抗疫有需要，哪里就有“娘家
人”的身影。陕建集团承建主体工程的 9
天 9夜，省总工会、省建设工会及参建单
位工会及时做好慰问鼓劲工作，各级工
会干部冲锋在抗疫一线，扎实做好后勤、
防疫、宣传、服务保障等，为参建职工、农
民工提供全天候贴心服务。

中铁一局的 500多个工程项目分布
在全国各地，湖北特别是武汉片区项目
职工的安危牵动着各级工会组织的心。

“确诊的职工，子分公司工会要及时上报
集团公司工会，集团公司工会按照 5000
元/人的标准拨付专项慰问资金；医疗诊

断疑似病例，各子分公司工会按照 2000
元/人的标准列支慰问。”这是疫情暴发
后，中铁一局工会所作出的重大应对措
施。同时，中铁一局各级工会干部坚守
岗位，深入一线慰问职工，配合有关部门
落实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群防群治各
项措施，维护了职工队伍稳定。

西安市总工会接到市委组织部《关
于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到社区、村报到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后，西安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振虎连夜
安排部署，派出由冯增权、陈曦、徐小燕
等 3名班子成员带头，22个部室 81名党
员干部迅速到市内外 61社区报到，与社
区干部一起共同开展防控疫情工作。西
安市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干部郑永獒在
黄河社区工作时，得知社区的防护用品
和消杀用品匮乏，在他的积极争取下，
中国职工保障互助会西安办事处张志
宏协调，为黄河社区居委会捐赠两桶
40 公斤酒精，解决了社区居民清洗杀
毒燃眉之急。市总经审办干部党刚在
长安广场社区得知社区工作人员就餐
难的问题，立即就近联系了长安区总工
会，采购了包括方便面、火腿肠、榨菜和
矿泉水等生活物品送到社区……

目前，从省总工会到产业工会，从市
县工会到乡镇街道、企业工会，成千上万
的工会干部奋战在抗疫最前沿，与一线医
护人员、公安干警、环卫工人、社区干部以及
生产防疫物资的广大职工一起，筑起抗击疫
情的“万里长城”。 □本报记者 阎瑞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