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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1月30日下午，在朝阳法院的
一个法庭内出现了这样一幕———
法官用点钞机给17名职员发钱，
旁边是80万元现金， 加上前期打
入法院执行账户的10万元， 员工
们此次拿到的报酬达90万元。 这
些职工以前供职于北京某金融公
司，公司因资金链条断裂，拖欠职
工工资。在执行法官的努力下，公
司股东迫于压力再次注资， 并带
着现金来到朝阳法院发工资。 据
悉， 被拖欠工资最多的一名职工
在现场拿到了11万元现金。

“大家排好队，签字之后就到
法官那里领钱。 ”在现场，朝阳法
院执行庭法官张亚军维持着秩
序。记者看到，法庭内的桌子上摆
着一台点钞机和数捆现金。 十几

名来签字领工资的职员排好了
队，一个个面露笑意。职员郑小姐
说，公司的盈利状况一直不太好，
2016年下半年开始， 她发现工资
不能按时到账，总有迟发的情况。
2017年1月开始，公司就不再发工
资了。“我是2017年6月辞职的。当
时公司也不给我们说法。 ”郑小姐
辞职之后和同事们一起申请了劳
动仲裁，获得了仲裁的支持。拿到
裁决之后， 公司依然没有主动给
钱， 她和同事们又到朝阳法院执
行庭申请强制执行。

负责此案的法官张亚军告诉
记者， 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 ，
他陆续接到职工为申请人、 该金
融公司为被申请人的执行案件，
前后加起来有20多起。 为了给公

司施压， 让公司尽快拿出钱来结
清员工工资， 执行团队先是将公
司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也被限制高消费。
“公司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
那么谁和他们公司合作、 签约，
都得考虑该公司的信用， 对该公
司的经营有极大的影响。 另外，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乘坐高
铁、 飞机等交通工具， 也会影响
其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张亚军说， 2018年10月， 公
司依然没有结清工资、 法院也没
有查询到公司可执行的财产。 然
而执行团队没有放弃， 而是来到
公司的经营地。 “我们现场进行
了搜查， 找到了与公司经营有关
的公章、 账目和电脑。” 张亚军
介绍， 公司的房子是租的， 现场
工作人员也不多， 能看出经营确
实存在困难。 “不过我们发现，
公司的股东和公司高层还想继续
经营下去 ， 这对案件就很有利
了。” 执行团队决定将公司的公
章等带回法院， 予以扣押。

张亚军介绍，为了继续经营，
公司在需要公章的时候主动联系
法院 ，派工作人员带文件到法
院盖公章。 执行法官也多了些机
会和公司的股东、经营者对话。在
多次沟通之后， 公司股东决定注
资，而一些员工也做出了让步，放
弃了部分工资。最终，17名员工和
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 公司股东
于是带现金到场发放工资。

近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制作
了1500本 《龙潭街道小微企业安
全生产制度》 手册， 安全生产检
查队按照街道的工作部署将 《龙
潭街道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制度》
手册陆续发放到被检查的小微企
业， 并耐心详细地指导企业对手
册进行填写。 这是对小微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模式的一项创新。

据了解， 龙潭街道生产经营
企业颇多， 小微企业更是占了一
大部分。 “麻雀虽小， 可五脏俱
全。” 小微企业虽然是经营面积
小， 从业人员少， 经营项目少，
可是要涉及安全生产检查的内容
却是面面俱到。 龙潭街道通过实

地检查发现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安
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设备操作规
程不明晰、 员工教育培训流于形
式和隐患排查工作未开展到位等
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 统一编
制 《龙潭街道小微企业安全生产
制度手册》 （俗称 “白皮书”），
内容涵盖安全管理目标、 企业主
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职责、 管理制度、 操作
规程、 排查记录表等方面， 为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科学有效的
说明及引导。

北京王首强食品店只有2名
员工， 经营面积6平方米。 在未
学习 “白皮书” 之前， 他们不知

道什么是安全生产制度， 更不知
道什么是应急预案， 也不会使用
灭火器。 通过对 “白皮书” 的学
习 ， 食品店负责人说 ： “学习
后， 意识到平时不能只做生意挣
钱， 忽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更
要重视安全基础防范， 增强应急
处置的能力， 员工的安全意识也
有了很大提升。”

北京海王星辰夕照寺店， 平
时6名员工只知道在这180平方米
的营业场所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
和药品售卖， 不知道相关的安全
生产制度， 更无法出示相关安全
培训及应急预案等制度及记录。
收到 “白皮书” 并聆听安全员的
讲授后， 认识到了安全生产重要
性 ， 立即进行了应急预案的学
习， 组织员工对灭火器的使用进
行培训， 开展企业自查自纠把隐
患排查工作落到实处。

未来， 安全生产检查队将继
续在日常检查中发放 《龙潭街道
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制度》手册，对
小微企业是否开展员工教育和隐
患排查工作、是否规范操作、各类
制度及应急预案是否切实执行等
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督促小微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 带动和提升小
微企业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落
实，保障龙潭地区的安全稳定。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白皮书”创新小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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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17名职工终拿到90万被欠工资

□本报记者 盛丽

春节前夕， 市价格监管部
门对商场超市等重要消费领域
开展提醒告诫及重点检查。 市、
区两级价格执法人员共检查商
超零售、 景点、 药店、 停车场
等各类经营者150余户。

本次检查重点关注民生消
费服务领域， 主要包括商业零
售、 停车收费、 医疗药品、 公
园景点、 餐饮住宿、 家政服务
等相关行业和单位， 重点查看
经营者是否严格落实明码标价
和收费公示制度， 是否依法合
规开展价格促销， 严肃查处串
通涨价、 价格欺诈、 不执行政
府定价等价格违法问题。 检查
情况显示， 米面油肉蛋奶等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价格水平
基本稳定， 机动车停车场收费
价格公示清晰， 旅游景点门票
价格政策执行规范， 药店明码
标价执行良好， 未发现价格串

通、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严重
价格违法行为。 检查中， 执法
人员对部分商品明码标价不规
范等问题均予以现场纠正。

除了集中检查， 市价格监
管部门还分别组织线上线下商
业零售企业 、 机动车停车场 、
宽带经营者、 供水供气供热企
业、 二手机动车交易企业等130
余家单位召开了价格行为提醒
告诫会， 结合典型案例讲解法
规政策， 要求经营者认真落实
明码标价相关规定， 要求商超
企业对自营的保健品价格行为
进行自查， 认真落实明码标价，
禁止价格欺诈。

今年春节放假期间 ，12358
价格举报热线继续24小时服务，
遇到任何价格问题可以打电话
投诉。此外，还可以通过12358网
上价格举报平台 （http://12358.
ndrc.gov.cn/）投诉举报。

“阿姨，春节就要到了，给您
送个福袋，提前祝您新春快乐。”
近日，北京住总北宇物业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天诺胡同物业工作
人员把装有福字、窗花、红包、春
联和给居民一封信的福袋递给
胡同居民王阿姨。

每走一户， 除送上福袋，物
业工作人员会细心叮嘱胡同居
民，在春节期间注意防火、防电
等安全问题，保证平安过大年。

据介绍， 今年是胡同物业
项目组织开展 “迎新春， 送福
袋” 活动的第五年， 也是住总
北宇天诺胡同物业进入平房区

物业管理的第5个年头。 随着胡
同物业管理面积的逐年增加 ，
福袋赠送和新春布置范围也由
最初的朝阳门一个街道扩展到
景山街道、 体育馆路街道、 永
外街道以及天坛街道5个街道，
208条胡同， 45万平方米， 累计
送出福袋近6000份。

为了切合东城区政府工作
的重点， 今年朝阳门胡同物业
的福袋以 “垃圾分类” 为主题，
将垃圾分类的宣传设计印在福
袋上， 温馨提醒居民要积极参
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 增强
垃圾分类意识。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杨敏

北宇物业给居民送新春福袋

法官巧计扣公章

2019年春节前夕 ， 朝阳区
开展志愿者关爱行动， 为困难
志愿者送温暖。 1月30日， 志愿
者仇奕的家中就多了一份暖意。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共
文明引导员， 仅仅做了一些很
普通的事情， 没想到党和政府
这么惦记着我 ， 真是太感谢
了。” 仇奕是三里屯街道公共文
明引导员， 参加志愿服务工作
已经8年了，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达5300多小时。 女儿患尿毒症
已有6年， 现在需每周3次透析，
无法工作无经济来源 。 丈夫
2015年突发脑出血， 至今无自
理能力需专人陪护， 并需长期
服药， 家庭负担非常沉重。

2016年5月16日， 朝阳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区
慈善协会成立全市首个 《北京
市朝阳区志愿者关爱冠名慈善
捐助金》。 本捐助金共募集善款
124万元， 将全部用于朝阳区内
生活困难的注册志愿者的慈善
帮扶。 2017年， 朝阳区共有16
名困难志愿者得到慈善救助 。
2018年底， 共有54名困难志愿
者提出救助申请， 经区文明办、

区慈善协会联合评审后确定第
一批13名帮扶对象， 春节前将
全部得到慈善救助。

“希望行动能真心实意地
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同时，
也使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
步’ 的志愿者精神更加深入人
心， 树立起良好氛围。” 朝阳区
文明办主任张爽说。

记者了解到， 朝阳区志愿
者关爱行动启动以来， 还陆续
开展了聚焦志愿者心理调节 、
舒缓压力的 “心际阳光” 心灵
成长关爱项目， 为困难志愿者
家庭进行家居装修装饰的 “亮
居美屋” 关爱项目， 为志愿者
提供定期美容美发服务的 “美
丽传递” 关爱项目。

下一步，朝阳区将依托通过
“1+N”志愿关爱工作模式，积极
整合社会爱心力量，加大志愿者
激励回馈，提升志愿服务的社会
认同感和志愿者的社会礼遇度，
进一步激发志愿者队伍的活力
与动力， 激励更多人崇德向善，
让“好人有好报，德者更有得”的
价值导向在朝阳落地生根，实现
正能量的双向循环。

□本报记者 孙艳

朝阳为困难志愿者送温暖

价监部门重点检查消费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