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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启动工资支付专项检查
确保农民工拿上辛苦钱

全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集中宣
传活动、 全国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工作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启
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
小平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各地要全面
摸清欠薪问题或欠薪隐患底数， 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妥善解决， 对无故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确保农民工拿到自己的辛苦钱，
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国各级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
11.6 万件， 为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206.6 亿元，涉及劳动者 249.1 万名，同
比 分别 下 降 37.5%、27.7%、16.1% 。 但
是， 目前产生欠薪问题的一些深层次
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部分行业
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仍
然比较突出。 邱小平表示， 随着 2018
年元旦、春节临近，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可能继续凸显。 为确保春节前农民
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会同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部
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近日联合下发
通知， 决定从 12 月 1 日起到 2018 年
春节前， 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
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为重点，
在全国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同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是
专项检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制定宣传工作
方案并精心组织实施， 在全社会迅速
掀起集中宣传热潮， 为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注重发挥
宣传舆论的教育警示作用。
下一步， 全国将定期公布依法查
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典型违法案件，
适时曝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
件， 对欠薪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
慑。今年 9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

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
行办法》， 明确将符合规定条件的欠薪
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其他责任人列入
“黑名单”，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实施联
合惩戒。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人
民银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30 个
部门联合签署印发了《关于对严重拖欠
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
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从限制政
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
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
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进一步明确
了 30 条联合惩戒措施，使列入“黑名
单” 的用人单位及有关人员在全国范
围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邱小平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这些失信
惩戒措施的宣传力度，使用人单位充分
认识违法欠薪将要付出的成本，进一步
形成不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社会环境。
据《人民日报》

宁城交警清理“
僵尸车”
为有效缓解天义城区停车难问
题，进一步提升城区形象，积极维护
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宁城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于 11 月 28 日开展清理“僵尸
车”（长期占用公共道路停放、无人认
领的汽车）专项清理行动，在城区范
围内共摸排疑似“僵尸车”3 辆，拖离
2 辆， 清理行动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通过此次专项清理行动，城区主要街
路存在的“僵尸车”基本清理完毕，有
效地净化了辖区停车环境， 改善了道
路交通秩序，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讯员 陶孟纲 摄影报道

宁城县看守所

严把
“
五关”
做好冬季疫情防控
◇通讯员 孙玉辉

本报讯 为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合
法权益，确保冬季监所安全，宁城县
看守所严把“五关”切实做好监管场
所冬季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严把工勤人员“健康关”。宁
城县看守所要求，所有从事被监管人
员伙食工作的工勤人员均需要到疾
控部门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并领取健
康合格证后方能上岗；二是严把采购
食品“安全关”。为保证采购食品的安
全， 宁城县看守所安排专人负责采
购， 严格查验“食品厂家、 人员、日
期”， 并实行责任倒查机制， 杜绝过
期、腐烂食品进入监室；三是严把防
疫知识“宣传关”。通过电视、广播、集
体教育、定期邀请疾控部门专业人士
宣讲等方式宣传疾病预防防疫知识，
有效提高在押人员卫生防疫意识；四
是严把监所卫生“消毒关”。通过对监
室内厕所、 洗手盆等部位及监所食
堂、 走廊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消毒、通
风，做到室内清新、卫生，消除隐患；
五是严把预防药品“储备关”。对冬季
可能发生的疫情，有针对性采购了治
疗流感、腹泻等药品，做到疫情早发
现、早用药、早恢复，将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大明派出所

宁城县公安局

宁城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经侦大队加强警企联系

对食品药品市场集中检查

◇通讯员 张鹏飞

◇通讯员 罗艺帅

本报讯 为更好的服务辖区企
业，进一步提升经侦服务水平，了解
辖区内企业对经侦工作的新期待和
新需求，近日，宁城县公安局经侦大
队领导带领民警走访辖区多家重点
企业，开展经侦服务，宣传经侦知识，
提高企业防范能力，并征求对经侦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走访过程中，大队民警重点向企
业了解了当前生产经营状况和存在
的问题，并从法律角度帮助企业分析
这些问题查找解决方法。同时，向企
业宣传了本县当前打击经济犯罪总
体情况，提醒企业加强内部员工素质
教育培训， 提高内部安全防范能力，
切实预防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
资金等多发性侵害企业利益的犯罪。
随后，还认真征求了企业对公安经侦
服务经济发展，办事效率，工作作风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企业积极
参与评议和监督。
这次走访活动，搭建了经侦部门
与辖区企业沟通的桥梁，进一步畅通
了警企联系渠道，加深了警企之间感
情，树立了经侦队伍良好形象，为更
好的发展辖区经济提供了保障。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劣食品
药品行为， 切实解决影响食品药品领域
的突出问题，近日，宁城县公安局治安管
理大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对全县
食品药品市场开展了一次全面检查。
期间，检查组对宁城县食品生产、
加工、 销售行业和各药店进行了突击
检查。检查中，对餐饮场所的食材、食
品、 肉类的制作、 贮藏等是否符合安
全、卫生标准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对已经超出或临近食用期限的食品、
药品责令负责人停止出售， 避免变质
和过期的食品、药品流入市场。同时，
还向相关人员宣传《食品药品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督促消除不利于食
品药品安全的因素， 保证食品药品安
全。此次共检查药店15家，食品加工店
13家，超市 6家，饭店6家，烧烤店6家。
通过此次检查， 进一步提升业主
对食品安全经营责任意识， 减少了食
品药品安全隐患， 保障了辖区广大人
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

收粮结款无收条 民警调解难清淆
◇通讯员 周全飞
本报讯 近日， 宁城县公安局忙农
派出所接 到 辖 区 村民 张 某 某 电 话 报
警， 称其在忙农村集市上与人产生纠
纷，请求公安机关出警 帮助处理。
接到报警后，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经了解，张某某于 2016 年 8
月份在女村民马某某家收购玉米，当
时未结清款项， 在随后的时间里一共
结了三次帐。 马某某称张某某还欠其
1000 元钱， 而张某某称已经结清，二
人均承认结了三次欠款， 只是对于第

一次结款的金额有出入， 张某某称给
付了 1500 元钱， 而马某某称只给了
500 元，整整相差 1000 元。但是因为
结账时没有外人在场， 二人也没有任
何收据、欠条等证据证实二人所言。因
此二人因欠款数额问题发生纠纷，互
不相让，继而撕扯在一起。忙农派出所
联系村干部将双方当事人叫到村委会
进行调解，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张某某再给
付马某某 800 元钱， 结清以前所有的
账务，二人从此互不相欠。至此一起因
债务而引起的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走访 + 分析 + 总结”
三步曲创新警务社区
◇通讯员 傅百靖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辖区警务
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升群众安全感和
满意度，宁城县公安局大明派出所持
续开展大清查行动，在近两年清查行
动中不断思考，通过“走访 + 分析 +
总结”全方位拉近社区民警与群众的
距离，带动各项社区警务工作。
一、“勤走访”。通过大清查行动，
大明派出所社区民警深入村民百姓
家中，与群众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留
心观察群众生活和辖区的治安动态，
注意发现一些隐患及工作中的不足，
认真倾听群众的心声与诉求，着力为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二、“勤分析”。 对辖区治安管理
情况、重点人员的思想动态、矛盾纠
纷以及辖区的不安定因素勤于分析，
及时采集上传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切
实做到心中有数，为妥善做好群众工
作提供了准确的资料与数据。
三、“勤总结”。 社区民警及时总
结工作情况，摸索并归纳经验，联合
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学习社区工
作人员和辖区群众交流互动方面好
的经验和做法， 不断改进自身不足，
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进一步提
高基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