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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冯治国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尤盼 文/摄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96346555
多方长途
固话拨：

0.3元 /方 /分钟， 主叫方付费
公付用户每月收取 10元功能费

□本报记者 博雅 通讯员 郑迪飞

房山治理黑臭水体 百姓说了算

城建燕城物业成功救火被“点赞”

———直击劳动用工专项检查统一执法日活动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企业不发高温津贴可举报责改

家庭式志愿服务温暖人心

劳动合同、 工资台账、 身份
证复印件、 考勤表……7月5日，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开展对所
辖区内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
统一执法日活动。 统一执法日当
天 ，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1132
人， 检查用人单位1428家， 涉及
劳动者98123人， 下达询问通知
书156份。

合同有漏洞现场进行提示
“这是我们的劳动合同， 目

前94名员工， 都是直接签的劳动
合同。” 昨天上午九点， 记者跟
随劳动监察大队的执法人员来到
西城区月坛街道的一家餐饮企
业， 执法人员向企业相关负责人
出具了本次检查的相关文件并介
绍了情况。

合同的签订日期， 加班费的
基数、 考勤的时间、 工时制度的
计算……在该企业提供的相关检
查材料中， 执法人员进行了逐一
核查、 询问。 因为是中型的餐饮
企业， 近百名职工中没有派遣工
和劳务工， 执法检查的重点在于
缴纳社保和加班费的执行等情
况。 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了劳动合
同书， 发现使用的是本市人保部
门公布的示范范本， 但是部分企
业与职工自行约定的内容填写得
比较随意 ， 存在一定的法律隐
患， 执法人员进行了提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查，执
法人员发现该公司的用工相对规
范， 只是在劳动合同的填写上还
比较随意，容易埋下隐患，建议企
业以后加强这方面的法律意识。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劳动监察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有效防范
和处理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市
人力社保系统行政部门自6月28
日至8月3日，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执法
检查 。 对违法的企业要进行处
罚， 对用工规范的企业中发现的

问题也会及时提示， 帮助企业提
升管理能力。

企业不发高温津贴将责改
“高温津贴要在工资中体现，

本次检查中发现企业不发会立即
责改。” 眼下正值高温天， 高温
津贴的发放是很多劳动者关注的
话题。 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温津
贴的发放也是本次执法检查的重
点。 按照现行的规定， 本市高温
津贴采用按月支付制度， 每年6
月至8月， 只要在室外露天作业
人员或在33℃ （含33℃） 以上室
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 都应该
按月拿到高温津贴， 其中室外露
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不低于180
元， 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每
人每月不低于120元。

本次执法检查中， 如果企业
的工资台账上没有显示支付职工
这笔费用， 会立刻下发 《责改通
知书》。 该负责人表示， 对于高
温津贴应发未发的或者低于发放
标准， 劳动者可向人力社保部门
12333举报。 另外一些企业因为
不懂政策， 用防暑降温用品冲抵
高温津贴， 也是不符合规定的，
劳动者可及时到相关部门反映。

中介超范围经营将检查
此次专项执法检查范围是各

类用人单位，重点是建筑市政、交
通、 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

密集型加工制造、 餐饮服务等行
业企业及钢铁、煤炭企业、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将检查劳动合同签
订和按月足额支付工资情况、用
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
保险费情况 、《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执行情况等共九项内容。

对在此次专项执法检查中发
现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用工和社
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 人力社
保行政部门将依法对用人单位限
期整改、 处罚， 计入北京市企业
信用信息系统甚至及时向公安部
门移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执法增
加了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遵守法
律法规情况的检查， 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主要在于有一些民办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存在超范围经营
和违规收费的情况， 导致劳动者
的权益受损。 比如目前各人力资
源机构为劳动者办理存档服务是
免费的， 有的民营机构没有存档
权限， 还给劳动者许诺能办理转
档等手续， 不仅超范围经营， 更
违规收费， 会对这些违法的机构
进行重点查处。

据人力社保部门统计， 截至
2017年6月底，全市劳动监察机构
共检查用人单位6.36万户次 ，同
比增长34.3%；共查处劳动保障违
法案件6053件。其中，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2669件； 共为1.03万名
农民工追发工资1.18亿元。

碧波涟涟， 绿柳成荫， 清理
河道的工人们划着一叶小舟从荷
花、 芦苇荡中穿过， 惊起一群鸥
鹭， 好一幅滨河美景。 “上学时
常在这边玩儿， 但那时环境差 ，
河道治理后， 河水清了， 空气好
了， 环境棒了， 住在这儿我心情
都痛快啦！” 近日， 家住房山区
金地朗悦小区的袁帅说。

袁帅所居住的小区位于小清
河与吴店河两条河的交汇处， 去
年该河段黑臭水体治理完成后，
河水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 他也
见证了这片河水的质变， 闲暇之
余常与朋友到河边遛弯儿。

依据黑臭水体判定级别标
准， 房山区共有8段黑臭水体，长
度约55.63公里 ，涉及窦店 、琉璃
河、长阳、城关街道、拱辰街道、燕
山等6个乡镇街道和地区。

治河 ， 先截污 。 2016年年
初， 房山区已经制定了8段黑臭

水体治理方案， 计划通过采取控
源截污、 垃圾清理、 清淤疏浚等
措施完成治理工作。 截至目前，
吴店河 （龙华苑北侧-金地朗悦
小区北侧段）、 大石河 （红领巾
公园-苏村段 ）、 东沙河 （凤凰
亭下-化四工厂东入大石河段）、
西沙河 （迎风坡村-9场路段 ）
等4段、 总长23.47公里的河段已
经治理完成。

其余四段中， 大石河 （田家
园-芦村段）、 大石河 （芦村-兴
礼段） 将依托大石河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和琉璃河湿地公园项目
进行治理， 目前已进场施工； 六
股道沟和窦店沟两段将计划通过
黑臭水体治理工程治理， 目前正
在进行施工、 监理招标工作， 并
同步开展拆迁占地工作， 计划7
月开工建设， 确保年底前消除以
上4段黑臭水体， 实现全区黑臭
水体彻底消除。

已经治理完成的4条河段，下
一步房山区将按照 《北京市黑臭
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办法 (试行)》，
对2016年治理完成的4段黑臭水
体进行整治效果评估， 彻底消除
区内黑臭水体。评估过程中，河段
周边群众也将以问卷调查的形式
参与评估，为治理结果打分，以群
众的满意度为评估标准， 检验黑
臭水体治理工作成效。

房山区计划通过源头治污 、
联合执法、 分区监管等行政管理
措施， 切断源头污染， 巩固黑臭
水体治理效果； 同时结合 “河长
制” 的实施将河道监管任务责任
到人， 并与地区年终绩效考核挂
钩， 建立长期的管理考核机制，
解决区域水环境污染问题， 切实
改善房山区整体水环境 ， 实现
“河清、 水蓝、 岸绿” 的美好景
色， 为居民日常出行游玩提供环
境优美的场所。

汛期来临之际， 一把突如其
来的火把北京城建燕城物业公司
下属的燕城苑防汛应急小组迅速
转变成了消防灭火队。

原来， 6月24日上午燕城苑
项 目 部 一 保 洁 员 飞 跑 着 来 到
物业值班室报警： 18号楼3单元
着火了！ 闻声后， 物业值班领导
迅速组织物业值班人员及保安
员， 带上灭火器、 消防斧马上赶
往火场。

事发地点是二楼住户， 但此
时住户家中无人， 起火位置是厨
房， 火苗已经烧到油烟机以上的
顶棚。 因为窗外装有防护网， 短
时间无法破窗而入。 物业值班领
导分析现场情况， 马上制定了救
火方案： 迅速报119火警； 寻找
用于救火的爬梯； 想办法联系业

主回家开门； 圈出警戒范围， 疏
散楼上楼下的群众， 防止火情蔓
延造成人员伤亡。

安排完毕后， 两分钟不到，
长梯就已到位， 这时家中失火的
业主也匆忙赶回来了， 手提灭火
器的人员迅速随业主上楼。 当打
开防盗门的一刻 ， 浓烟扑面而
来， 刺鼻的气味让人难以呼吸。
训练有素的小区保安人员在队长
的带领下， 脱下背心捂住口鼻，
提起灭火器弯腰冲入屋内， 迅速
将明火扑灭。 等消防车赶到后，
大家将处置工作移交给消防队。

经调查了解得知， 此次火灾
是因老人做饭时外出忘记关火所
致 。 由于物业公司人员处置得
当， 现场小区居民向救火的物业
人员及保安员感谢点赞。

近日， 来自通州玉桥街道北
里、 静水园、 葛布店南里等社区
联合工会和基层工会的20名工会
工作者 ， 参加了 “我知晓 我参
与 十万职工共创城 ” 文明宣传
志愿骑行活动。

20名工会工作者推着绿色公
租自行车， 十人一组分成两支文
明宣传志愿者骑行队， 按不同的
路线出发。 “一路文明一路情，
交通安全伴您行。” 随着骑行一
队沿运河西大街向南骑行， 队长
李香君自行车车筐内的播放器，
开始一路播放着文明出行、 安全

出行的宣传用语。 随后， 骑行一
队来到一个市民休闲公园， 队员
们拿出准备好的垃圾袋， 在公园
内的绿地中捡拾垃圾。

从2017年4月初开始 ， 每周
二、 四， 该区都会组织每次一小
时的 “我知晓， 我参与， 十万职
工共创城 ” 骑行活动 。 通州区
10个镇、 一个乡、 4个街道工会
组织的 30支骑行队 300名工会
工作者 ， 每次 都 会 积 极 参 与
创 城 宣 传 骑行活动 。 志 愿 者
的 风 采 已 成 为 通 州 的 又 一 靓
丽风景 。

“孩子们 ， 太感谢你们啦 ！
我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整洁和
干净了 ，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和
‘家人’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
寺家庄村73岁的老党员史生喜激
动地对中建二局土木公司石家庄
项目党员志愿者说。

史生喜是该公司石家庄项目
党支部“踏寻先辈足迹，深化两学
一做” 纪念建党96周年主题活动
之特色志愿服务帮扶对象之一。
该志愿服务的特色在于 “一人一
案”和“一人一岗”，即为每个服务
对象私人订制服务方案， 并为每
名志愿者“定岗定责”以提高志愿
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中， 党
员 志 愿 服 务 队 通 过 当 地 基 层

党组织了解到老党员史生喜 “老
伴离世， 儿子丢失，女儿远嫁”的
现状， 为其制定了以 “享儿女尽
孝 ，感家庭温暖 ”为核心的 服 务
方案 ， 即志愿者分别扮演老人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等角色，并
通过角色带入，进行了“陪老人聊
天、为老人打扫家务、做一次可口
饭菜、吃一顿团圆饭”，让老人感
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本报记者 李一然

环保骑行宣传文明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