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样时间：

周一至周五16:00~16:30

（

16:20

后不接当天采样单，建议改第二天下午的采样时间）

采样地点：

中心侧门核酸检测点

价格：

自愿核酸检测不在医保统筹范围，需自费，价格为74元。

地址：

天河区旭景西街194号

电话：

18922123070

现场流程：

1.在门诊挂号，需如实提供身份信息，提供穗康码。

2.医生开单。

3.凭单交费。

4.采样单交到采样处工作人员。

5.采样人员核对信息，采样。

6.24小时后居民可在粤康码、穗康码等程序凭有效身份证信息自行查询结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春节有返乡打算

的街坊注意啦， 这几类人群返乡需持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日前， 《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 对农村地区及返乡人员相关防疫工作进

行部署， 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返乡， 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期间不聚集、 不流动， 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

区的人员， 主要包括： 一是跨省份返乡人员； 二是

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

（中

高风险区域内部人员原则上不流动）

； 三是本省内

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

从业人员、 隔离场所工作人员、 交通运输工具从业

人员等重点人群。

事实上， 广东也有制定相应的城乡防控方案。

与国家方案不同的是， 广东的措施并不仅限于返回

农村地区。 首先， 从省外返回广东， 如果是回到农

村地区

（乡镇村）

， 需要持核酸检测证明， 并要抵

粤后12小时内向所在村委和单位

（或所住宾馆）

报

告。 其次， 从省外回到广东城市地区

（街道社区）

，

要看时否从中高风险所在地市

（区 ）

抵粤， 如果

是， 需要12小时内向所在居委和单位

（或所住宾

馆）

报告， 并纳入“四个一” 健康管理

（即发放一

份健康告知书， 开展一次健康问询， 查验一次健康

码， 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 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

康管理， 社区健康管理期间人员居家不外出。 如无

居家条件， 实施14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第三， 目

前广东各地都是低风险地区， 可省内有序流动； 万

一出现省内中高风险地区， 从该地市

（区）

到其他

地方， 也要实施上述疫情中风险地区所在地旅居史

流动人员的核酸检测与隔离健康管理措施。 第四，

专门针对八大重点行业从业人群。 只要是上述所包

括的八大人群， 不以是否跨省、 是否从中高风险地

区出发， 不管回到的是广东的城市地区

（街道社

区）

还是农村地区

（乡镇村）

， 一律需要有7天内核

酸检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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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车陂街返乡人员看过来

这两处地方可做核酸检测证明

开诊时间：

周一至周日8:00~12:00、14:00~17:00

（出示身份证接受检测）

结果领取时间：

检测后次日8:00~12:00、14:00~17:00

（凭身份证领取结果）

检测费用：

69元

地址：

天河区东圃大马路13号

电话：

020-82308194

筛查流程：

1.前往复工门诊开单

（登记开单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1:40

、

14:00~16:40

）

。

2.前往收费处缴费。

3.登录“广东省新冠病毒检测信息系统”小程序登记信息

（到医院门口可直接扫码进入）

。

4.前往复工门诊审核、采样

（采集标本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2:00

、

14:00~17:00

）

。

5.结果领取

（如遇政策性调整，领取时间可能延后，将另行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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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

1

天河区人民医院

普法

专栏

预防欠薪 根治欠薪

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人”，

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 莫过于拿到工

资那一刻了，特别是到了年底，能够拿

着足额的工资回家过年无比欣慰，但

因为种种原因欠薪情况时有发生，劳

动者要了解法律知识，预防欠薪，依法

讨薪。

●要通过合法的职业介绍机构找

工作。 要到具备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

去工作， 并直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避免与自然人身份的“包工头”

形成雇佣关系。

●要弄清楚用人单位的基本情

况。到用人单位工作时，应该弄清楚用

人单位的名称、详细地址、联系电话、

工资待遇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书面劳动

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的最有效证据， 合同中必须明确工

作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

酬、社会保险等内容。如果用人单位在

用工30日内拒不签订或者故意拖延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要及时向有管辖权

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

检测点

2

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畅通和拓宽欠薪维权渠道，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于2020年12月14日正式开通全

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全面接收处理

农民工欠薪问题线索。 目前，全国根治欠

薪线索反映平台已在国务院客户端小程

序正式上线，微信扫描上图，即可开始反

映欠薪问题。

平台收到欠薪问题线索后，将自动流

转至欠薪地人社部门进行核实处理。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将通过平台，对欠薪线索处理情

况进行全程监督，确保欠薪问题得到及时

有效解决。 对群众反映强烈、带有普遍性

的重大欠薪线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

会同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

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直接挂牌督办。

不是农民工如果遇到欠薪问题，也可

以来这里反映。

来源：天河区司法局

怎样避免欠薪？

遭遇欠薪怎么办？

●

协商解决

劳动者遭遇欠薪， 可以向单位

要求支付相应的工资， 协商时可以

向单位负责人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

以及拒不支付的法律后果。 如果协

商能够解决， 注意确定支付工资的

具体时间、方式及金额等，并要求出

具相应的证明。

●

投诉举报

劳动者遭遇欠薪， 可以到当地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 也可以拨

打投诉电话12333进行投诉，还可登

录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机

构的网页、电子邮箱、手机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等举报。《劳动法》第九

十一条中规定， 用人单位有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等侵害劳动

者合法权益情形的， 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

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

申请支付令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六

条规定，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

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

达成调解协议， 用人单位在协议约

定期限内不履行的， 劳动者可以持

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

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

令。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

规定，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

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

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 可向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对仲裁结果不满的，还可以自收

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拒不执行发

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判决书，还可

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法律援助

劳动者被拖欠工资后， 可拔打

司法部门的法律咨询热线12348，也

可通过登录中国法律服务网“农民

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进行法律咨

询、寻求帮助、反映线索。（网址http:

//www.12348.gov.cn/#/askFor－

Salary/askForSalaryIndex）

维权新渠道

天河区人民医院。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摄

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心供图

国务院

客户端

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