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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有话直说■
近日，国办督查室派员赴贵

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进行了明察暗
访，发现大方县自 2015 年起即拖
欠教师工资补贴，截至 2020 年 8
月20日，共计拖欠教师绩效工资、
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
万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
经费34194万元，引发广泛关注。

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乡
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确保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逆向的督查暗访和正向的政
策引导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
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

能苦老师。教师工资、教育经费
决不能被拖欠、挤占、挪用。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乡村教
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
教育的基础支撑，是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力量。

这些年来，贫困山区的教育
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依然
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着力破解结构性缺员
较为突出、素质能力有待提升、
发展通道相对偏窄、职业吸引
力不强等问题，让乡村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

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他们
才能安心从教；社会保障水平不
断提升，他们才能热心从教。一
些贫困地区发生的教师欠薪现

象，表面看是财政吃紧、账上没钱
形成的窟窿，但更深层的原因是
一些地方对教育“嘴上重视、心里
轻视甚至无视”，把教育资金当成
拆东墙补西墙的头寸。对这种错
误做法，要从认识上加以扭转，更
要从制度上加以约束，确保教师
工资没人敢扣、教育经费没人敢
碰。在当前过紧日子的大背景
下，政府更应省吃俭用，多方筹
措，加强经费保障，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到实处，不断提高乡村教
师待遇和获得感。

善待乡村教师就是善待乡村
未来。建设一支热爱乡村、数量
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
教师队伍，让乡村子弟接受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既是夯实脱贫
攻坚根基之所在，也是迈向乡村
振兴之所系。 □王新明 向定杰

善待乡村教师就是善待乡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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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陕西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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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车辆段严格
执行暑期劳动安
全保护措施，进
一步保障职工健
康权益。图为该
段新丰上行运用
车间开展职工班
前高温中暑安全
教育。

□师欢 摄

解聘违纪工伤员工 公司仍需支付伤残就业补助金 ■职工信箱■

百事通先生：
我曾经由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因为工作原因落下八级伤残，并被认定
为工伤。三个月前，因我严重违反公司
的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规定及劳动合同约定
将我解聘了。我对此并无异议，但要求
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可公
司认为解聘完全源于我自己的原因，公
司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其有权拒绝。

请问：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吴萍萍

吴萍萍同志：
您好！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

当向您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方面，职工严重违纪被解聘不是

用人单位拒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的理由。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
（二） 项规定：“劳动、聘用合同期满
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

《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也指出：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治疗工伤期间的
工资福利；（二）五级、六级伤残职工按月
领取的伤残津贴；（三）终止或者解除劳
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

由此来看，承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的主体为用人单位，支付的理由为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至于“终止或
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则在所不论。

另一方面，职工因严重违纪被解聘
并非丧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法定
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
的；（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三）
拒绝治疗的。”也就是说，职工丧失工伤
保险待遇的情形只限于三种，而你严重
违纪并不在其列。 □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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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月 4日，在
陕西建工集团召开的农民工工资和中小
企业清欠工作会议上，陕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义光要求各单位下硬茬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通过优化集团
劳务市场环境破解因工程款未到账而不
支付农民工工资问题，对劳务公司一时
难以解决的农民工工资拖欠要立即启用
应急周转金垫付，帮助被欠薪农民工兄弟

渡过难关。
会议指出，今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将农民工
工资支付提升到了法律法规层面，体现
了中央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关切和重
视。要按照集团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的各项政策要求，切实担起责任，加
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下硬茬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力预防和
解决拖欠问题，保障全年不再出现新的
拖欠问题。

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在建工程建设
项目农民工工资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落实
情况，优化集团劳务市场环境，破解因工
程款未到账而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问
题。在全集团范围内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重点严查欠薪隐患苗头，对所有在建工程
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全面清查，
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不留死角，杜绝发生新欠。

会议要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做
到亲自过问、亲自安排、亲自督导、亲
自落实。各单位子公司负责人要提前谋

划部署，建立应急机制，对劳务公司一
时难以解决的农民工工资拖欠、分包企
业主欠薪逃匿等问题，一经上报，要立
即启用应急周转金、欠薪保障金等垫付
部分工资或基本生活费，帮助被欠薪农
民工兄弟渡过难关。各项目经理要完善
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机制，对有可能发
生较大数额欠薪问题并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及时督促分包企业解决，确保未雨
绸缪、事预则立。

会议还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作
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

本报讯（马黎）近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
院大明宫法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当庭调解了一
起劳务合同纠纷案，获当事人点赞。

原告李某与被告陈某系朋友关系，2013年
起，李某便为陈某承揽的工程提供劳务，截至
2018年 8月，陈某尚欠李某 5.9万元劳务费未支
付。陈某出具欠条并承诺于 2018年 10月 20日
前付清，但其仅支付了 1万元，李某多次催要无
果之下诉至未央区法院。

法官李波认为，该案事实清楚，标的额不大，
符合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遂告知双方该程
序的适用范围及权利义务，发放了“小额诉讼须
知”。原告、被告均无异议，并同意直接开庭。法
官征求双方意见后，立即组织调解，不到30分钟
便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陈某同意于年底前付
清全部劳务费用。

“小额诉讼+当庭调解”化解纷争
未央区人民法院

高效办案3天追回8万元赔偿款
本报讯（王洪波）近日，安康市紫阳县法

院执行局仅用3天时间成功执结一起涉民生案
件，为农民工追回赔偿款8万元。

去年，四川省万源市的王先生在紫阳县务
工期间不慎受伤，愈后因赔偿问题和陕西某建
设工程公司发生争议，后经紫阳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该公司
向王先生支付各项赔偿款合计 8万元，但该公
司拒不付款，无奈之下王先生向紫阳县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紫阳县法院执行局收到该案件后，立即启
动专项程序。慑于法律的威严，该公司人员赶
到紫阳县人民法院，当着法官的面将 8万元赔
偿款交到王先生手中。

紫阳县人民法院

■维权动态■

图说权益■

本报讯（王森 强鑫燚）近日，国网山阳县供电公司
为切实做好第二届全国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积极
培育职工应急法治意识，推动应急管理法治建设创新发
展，组织全员参加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

该公司利用微信、即时通工作群对2020年全国应急管
理普法知识竞赛答题活动，进行了广泛动员和宣传。为确
保活动效果，安排专人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实施监督，认
真统计各部门参与和答题情况。在竞赛过程中，该公司员
工认真学习《宪法》及《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突发事件应
对法》《防震减灾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条例》等理论知识，培育员工尊法、守法、依法、
学法的法治观念，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开展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

国网山阳县供电公司

全年不再出现新的拖欠 推进医保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拓玲）近日，西安市政府关于该市

医疗保障改革创新情况的报告，提交市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据悉，西安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基本医疗保险
为主体、大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的“三
重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截至今年7月，该市城镇
职工参保361.04万人，城乡居民参保684.04万人。

近年来，该市着力推进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今年 1月 1日起，全市 670余万城
乡参保居民实现“同城同待遇”。生育保险和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于今年 1月 1日合并实施。城
镇职工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相关待遇并入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今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费用
结算更为便捷。

此外，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成
效显著，第一批 25个中选药品第一采购周期价
格平均降幅 52%，最高降幅达 96%，为群众节省
医药费用 3.5亿元。同时，该市还创造性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医保基金监管，截至今年 7月，累计
追回医保基金1.3亿元，守住了群众的“救命钱”。

西安市

（上接第一版）
坚守岗位 大灾面前方显“职工本色”

8月 18日晚 9时，坚守在泾河干流
张家山水文站的郭博峰、郑小宏，再次爬
上设立在监测断面的自记水位计铁塔
上，抢修雷达水位计线路，以确保 24小
时自记水位计正常工作。面对洪水时涨
时落，已经连续奋战 20多天的郭博峰、
郑小宏等4名职工，先后于8月18日7时
和 13时两次冒雨爬上 16米高的铁塔更
换电源、排查故障。

张家山水文站 4名职工雨中抢险的
故事，只是我省农林水利气象职工奋力
防汛救灾的一个缩影。进入汛期，省气
象台从台长、首席专家到普通职工迅速
行动，发挥“秦智”智能预报系统等气象
现代化建设成果，加密观测天气，及时推
出天气实况、滚动预报和决策材料。从
8月 4日起，我省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
雨天气过程，暴雨综合强度达到 1981年
以来全省主汛期第 5位，全省多地遭受
了严重洪涝灾害。其中，洛南县多个镇
办出现暴雨天气，部分地方河堤垮塌、田
地淹没，电路损毁、网络中断，灾情较
重。省气象局立即组成防汛救灾气象指

挥保障工作组赶赴洛南县现场指导气象
服务保障工作。商洛市、洛南县气象部
门的职工，连续作战、通宵值守，严密监
视天气变化，及时预报预警，确保防汛救
灾工作顺利进行。

省防总 8月 5日 9时启动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后，在阴雨连绵的黄金峡工
区，党员和职工突击队员身着工程服，
戴起红袖箍，在边坡、围堰爬上爬下，
对工程现场重点部位严密巡查巡视。根
据渭河、汉江、嘉陵江和黄河洪水演进
及预报情况，8月 16日 10时，我省水
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升级为Ⅲ级，渭
河沿线各市县加密加强了防汛重要部
位巡查防守，共计组织 9500余名职工
群众巡堤查险，渭河河道专管机构 200
余人下沉一线，开展河道工程、险工
险段的巡查，现场提供技术支撑和指
导服务。

面对汹涌的洪水，省农林水利气象
系统的职工纷纷坚守防汛救灾岗位、冲
向抢险一线，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彰显了

“坚守岗位、乐于奉献，不怕困难、敢于胜
利”的本色，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护
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胸怀大局 在竞赛和演练中提质赋能
“大家有序撤离转移，注意安全！”8

月21日上午，在西安市鄠邑区山洪灾害
防御演练现场，石井镇蔡家坡村的铜锣
口哨员正在沿道路敲铜锣、吹口哨、摇
响手摇报警器，组织危险区群众沿转移
路线有序撤离。通过“汛雨情测报”“山
洪灾害预警”“人员转移撤离”“山洪灾
害预警解除”等 4个演练科目，提高了
群众山洪灾害应对能力。像这样的应
急演练，在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系统已
成为常态。

“我们宣誓：发扬‘延安精神’和‘西
迁精神’，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确保质
量精益求精……”这是 8月 7日在陕西
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召开的引
汉济渭二期工程劳动竞赛誓师大会上，
一群年轻的职工慷慨激昂、集体宣誓的
场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抓好
应急演练的同时，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有力推进各项劳动竞赛在基层单位有序
开展。省泾惠管理局开展“防灾促生
产、夺取双胜利”夏灌劳动竞赛，所
属 16 个灌溉管理单位落实责任，合力

推进夏灌劳动竞赛 4000 万立方米灌溉
生产任务如期完成，为确保我省粮食安
全发挥了灌溉主力军作用。陕西省水电
设计院工会在泾河东庄水利枢纽工程、
亭口水库工程、延安黄河引水工程等十
几个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全面开展夏季
劳动竞赛和安全生产检查活动，促进了
重点项目建设。引汉济渭公司在劳动竞
赛中开展安全咨询日、安全知识竞赛、
安全微课堂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
全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提高作业人员安
全意识，增强安全防范能力。石头河管
理局工会创新载体，继续深入开展“惠
农杯”“民生杯”劳动竞赛和岗位练
兵、技术比武、名师带徒等一系列具有
特色的活动，丰富了劳动竞赛内容，确保
平稳度汛。

在洪水面前见证初心，在防汛救灾
中担当作为。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胸怀
大局，围绕防汛救灾工作和重点工程项
目，履职尽责，创新“送清凉”形式，抓好
抓实劳动竞赛和应急演练活动，团结带
领广大职工，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和完
成“六稳”“六保”任务提质赋能，交出了
工会的答卷。 □本报记者 阎瑞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