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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12部门联合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信息时报记者 吴伊玲 周舒婷
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近
日 ，珠 海 市 人 社 局 、市 发 改 委 、市 公 安
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等 12 部门联合
印发《珠海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
检查工作方案》， 决定从即日起至 2019
年春节前，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以餐饮服务等行业为重点
记者获悉，此次专项检查以工程建设
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
行业为重点， 突出在建工程建设项目、租

赁厂房设备从事生产经营的小微企业、易
受出口贸易摩擦影响的加工制造业企业
以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企业。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检查
主要检查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
工工资情况、 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情况；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在建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工资保证金、农
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等制度措施的情况；欠薪案件查处情况
和依法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情
况；对欠薪违法行为实施信用惩戒等。

确保农民工投诉“有门”
珠海市人社局等 12 部门 要 求 ，各

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会组织要高度
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进一
步健全协调解决欠薪问题的地方政府
横向协作网络，畅通异地务工人员维权
渠道，确保投诉“有门”。 各区（ 功 能 区）
要进一步健全治欠保支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部门间工作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共同做好治欠保支工作。
此外， 各区 （ 功 能 区） 要进 一 步
加强对欠薪问题的依法处理和联合惩
戒。 对符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情形
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要及时移送
公安机关； 对克扣、 无故拖欠劳动者
劳动报酬， 或因欠薪违法行为引发群
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 要依规列入拖
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并按规定对

其实行联合惩戒， 使欠薪企业“一处
违法、 处处受限”； 对符合 《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 规定的，
要及时向社会集中公布， 形成对欠薪
行为的有力震慑。

实现春节前欠薪案件明显下降
珠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专项检查，要确保治欠保支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实现春节前欠薪案件和
涉及农民工人数明显下降、因欠薪引发
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明显下降。 同时，坚
决杜绝地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因拖欠
工程款导致欠薪的现象，切实维护广大
农民工的工资报酬权益。

如何让群众更快了解消防安全知识？

看看梅华街道这些做法
“小朋友看着起火点， 这样拿着灭
“
起火点”只是
火器，向起火点喷。 ”其实
消防宣传车上的动画演示，小朋友按照
消防员的讲述，拿着模拟灭火器“扑灭”
起火点。 这是 11 月 13 日发生在香洲区
府广场的一幕， 为配合宣传 11 月消防
安全宣传月，梅华街道用一场精彩的文
艺活动， 拉近市民对消防安全认知，让
市民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消防安全知
识。
据了解，此次文艺活动是梅华街道
第一次将歌舞、快板、朗诵、有奖问答、
现场模拟消防和现场派发宣传册等方
式，来进行消防安全的宣传。 香洲区副
区长刘宏、 香洲公安分局副局长余伟
龙、香洲区消防大队教导员于毅、梅华

街道党工委书记庆平、梅华街道主任邵
丹出席活动。 梅华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
成员单位、消防志愿者代表、居民群众
等共 1000 余人观看了晚会。
“人人参与消防，缔造平安梅华。 ”
梅华街道用实际行动体现服务为民的
宗旨。 市民王女士说：
“
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之前的消防宣传都是看图片看视
频，过眼就忘，用文艺活动的方式很新
颖，有奖竞猜的环节孩子很踊跃，我相
信他一定会记住很多安全知识。 ”
市民刘先生也说道：“孩子很喜欢
玩这个模拟灭火的机器，现在消防宣传
越来越新颖，越来越好，也解决了没有
实操的困难。 参与这次活动，我们很高
信息 时 报 记者 周 舒 婷 杨 景 博
兴。 ”

介绍消防宣传车实操知识。 杨 景博 摄

斗门举办儿童版画
特色教育作品展

生命之初，始于呵护
2018年珠海市儿科静疗安全输液护理技能竞赛圆满结束
儿童安全输液是临床护理工作中
的重要课题，为了提高儿科护士静脉输
液治疗水平，提升患儿舒适度，提高家
长满意度，11 月 13 日， 由珠海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联合珠海市卫生计生工
2018
会主办， 珠海市护理学会承办的“
年珠海市儿科静疗安全输液护理技能
竞赛”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举行。 珠海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戴世登出席
了竞赛开幕式， 来自全市 12 家医疗单
位的选手参加了竞赛。
开幕式上，戴世登指出，儿童是特
殊患者群体，如何提供适龄化人性化的
护理， 是我们儿科护理团队需要探索
的。 同时，希望各位参赛选手能赛出水
平、赛出风采；也希望各位参赛医院能
凭借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 不断创新，
努力提升专业技术水平，推动护理学科
的发展。
本次竞赛邀请分为理论考试和操
作考试两部分。 参赛选手统一进行理论

考试，然后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操作
考试。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仪表端庄，一
丝不苟，操作流畅，评委们专心致志、严
谨评分。 现场气氛安静而又紧张。
珠海市护理学会会长叶俏介绍，本
次竞赛操作考试题目均来自于临床真
实案例， 除了考察选手的临床实践能
力，更重要的是要考察选手的临床思辨
能力与人文关怀精神。 同时，为了体现
本次竞赛的公平公正性，本次竞赛特意
开放了考试场地， 供参赛单位人员观
摩。
经过一天的紧张角逐，珠海市妇幼
保健院参赛选手荣获一等奖，珠海市人
民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参赛
选手荣获二等奖，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
院、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
院和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参赛选手
荣获三等奖，其余 6 家医院代表队获得
优秀奖。 本次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也将
代表珠海市参加 2018 年 12 月 8 日举

办的
“
广东省儿科静脉治疗安全输液技
能竞赛”。

日前，新青小学“童心印象”儿童
版画特色教育作品展在斗门区文化馆
艺术展厅开展，近 500 余人观展。 据介
绍，新青小学学生版画作品获得国家、
省、市、区的奖项 40 多次，此次展出的
164 幅版画作品从不同角度全面展示
了小朋友们的童心、童趣。
记者获悉， 此次展览由珠海市斗
门区教育局主办， 斗门区新青小学承
办， 斗门区文化馆协办。 展览形式多
样，童趣盎然，展示了吹塑版画、卡纸
版画、粉印蜡笔纸版画、综合版画、KT
凸版等多种版画形式。
“
与成人版画相比，儿童版画具有
较强的审美性、实践性和创造性。 ”斗
门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因为儿
童时期臂力较弱， 手腕和手指的配合
还欠精确，概念模糊，往往会形成画、
刻、印全过程中很多偶然效果，正是这
些偶然使得儿童版画产生一种天真稚
拙、纯朴自然的童趣，这反而是成人版
画和其它画种都难以得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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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现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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