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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艳霞） 为全面落
实中省市和神木市委、市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工
作，保障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工作顺利
进行，神木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自2月21日起，
神木市餐饮单位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情况下，可逐步恢复正常经营秩序。

文件要求，各固定场所餐饮经营单
位要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制定疫情
防控工作预案，设置临时隔离室，安排
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员工健康
监测制度，对经营场所进行规范消毒和
通风，储备足够的疫情防控物资，设立
测温扫码处，对所有进入人员扫描健康
码、行程码和测量体温。

餐饮经营单位加强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经营进口冷链食
品的商户必须在“陕冷链”进行注册，完
成进口冷链食品的信息上传工作，须使
用和销售取得《榆林市进口冷链食品集
中监管总仓出仓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
所有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要按照《关于
对重点人群进行免费核酸检测的通告》
要求，每14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餐饮经营单位要严把食品及原材料

关，严格落实食品及原材料采购进货查
验和索证索票制度，确保食品原料来源
可溯、途径合法，严禁经营加工活禽、野
生动物和来源不明的禽畜肉及其制品。
鼓励各餐饮经营单位采取提前预约、打
包带走、网络订餐等方式，引导顾客分
时、分批、错峰进店就餐，大力推广分餐
制、使用公筷公勺、非现金结账等。加强
监督巡查检查，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单位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大排
查，实现监管工作全覆盖。

近日，有网民在榆林“百姓问政”
平台上反映称，由陕西承鑫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承建的榆林榆阳机场二期扩
建供油工程，拖欠9名农民工工资25.7
万元4个多月一直不给，经过多方协调
仍没有结果。就此问题，记者进行了
调查了解。

据榆阳区劳动监察大队二中队
队长韩渊博介绍，2020年12月1日，
大队接到“百姓问政”平台转过来的
投诉后，高度重视，对此立即进行了
立案调查。

经查，该项目建设单位是榆阳机
场二期扩建工程指挥部，施工总承包
单位是陕西承鑫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分包单位是榆林众鑫建设有限公司。

因分包单位和包工头之间存在工程款
争议，一直没有结算，而且拖欠的农民
工工资数额也有争议，导致农民工工
资未能及时支付。

韩渊博说，在处理该案的过程中，
他们一边走法律程序，一边组织建
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
以及包工头座谈协商。双方在工程
款数额上争议较大，经多次协调争
议部分逐渐缩小，但最终仍未达成
一致意见。

为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在榆
阳区劳动监察大队的积极协调下，决
定由分包单位先行支付农民工30万元
工资。随后又经过3次协调座谈，最终
确认该项目共拖欠16名农民工工资
76万元，目前已全部打到农民工账户，
其中就包括那9名农民工。

榆阳机场二期扩建供油工程项目
负责人卢文华说，供油工程项目总投
资3000多万元，目前已全部完工。受
疫情影响，项目被迫推迟了一段时间，
导致部分农民工工资发放推迟。在接

到有关部门的约谈后，公司积极配合，
目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已全部结清，
今后公司将加强管理，避免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2月3日，记者联系到已拿到工资
的吴堡籍农民工张建军。他高兴地
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百姓问政’
平台，让我们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榆阳区

为农民工讨回76万元工资
记者 马国庆 李诗雨

春节期间，曹家滩公司所有员
工都收到一份新年礼物。该公司
为每位员工发放了台历、吉祥物、
对联等礼物。其中，台历上印制
有2020年大家一起拼搏的精彩瞬
间等。

“翻开台历，就能看到自己

在这一年里走过的历程，虽然辛
苦，但也值得回味。”该公司综采
区员工刘超说。

不仅有文化大礼包，除夕和大
年初一，该公司还为员工推出新年
好彩头“刮刮乐”活动，每位员工都
有一次刮奖机会，采取“张张有奖，

随来随刮，即刮即兑，兑完即走”的
原则，让员工分散刮奖，减少人员
聚集。

同时，该公司还通过面对面、
心贴心的形式，走进困难员工宿
舍，问冷暖、听民声、送祝福，让广
大员工度过一个暖心年、舒心年。

自2月21日起，神木市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下——

餐饮单位逐步恢复正常经营秩序

陕煤集团榆北曹家滩公司

别样的春节 一样的温暖
通讯员 张科

核心提示
春节期间，走进陕煤集团榆

北曹家滩公司，矿区处处张灯结

彩，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留矿过年的家属和孩子们嬉戏

打闹，员工们脸上喜气洋洋。

“员工向往的美好生活，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曹家滩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雷亚军多次强调，

对涉及员工利益的事，要高度重

视，想方设法去完成。

新春走基层

夜色璀璨，华灯初上，张灯结彩的矿山
年味浓郁。曹家滩公司本着环保节约、烘托
氛围的原则，为矿区道路、景观树装上观赏
灯，挂上装饰品，给厂区营造了浓浓的节日
氛围。

“儿子快来拍全家福，回去让奶奶看
看。”在“我与曹家滩同框”拍照区，员工和家
属们纷纷在此打卡拍照留念。

据了解，为使员工度过一个温馨年、幸
福年，该公司提前谋划，在矿区打造新年灯
展区、大漠春节打卡区、“我与曹家滩同框”
拍照区等景观点，让员工温暖过年。

1
流光溢彩耀矿山
点亮大漠幸福年

连日来，曹家滩公司文体中心
热闹非凡、笑声不断，篮球赛、乒乓
球赛、卡拉OK等丰富多彩的文娱
活动相继开展。辛苦忙碌了一年

的员工，在欢声笑语中度新春。
“温馨生日面，幸福绵绵长”。

为提升员工幸福感，该公司还在餐
厅增设员工生日提醒牌，为过生日

的员工送上长寿面。“我们竭力为
员工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高员工
的幸福感，这项活动将长期开展。”
该公司后勤服务经理惠军峰说。

2 文化礼包送不停 开启新春福利年

3 趣味活动闹新春 福满矿山年味足

员工在进行篮球比赛员工在进行篮球比赛。。 张科张科 摄摄

陕西长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娟
说，如果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农民
工可以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向当
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劳动监察大
队不能解决的，可依据《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的规定向劳动合同履行地
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出具
欠条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终局裁决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案
件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
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农民工到用人单位时，应该要求与
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日常工作中注意
保留工作证、工资单等资料。同时，遇
到不懂的法律问题，可以到律师事务所
咨询或拨打12348法律援助电话进行
咨询。

律师提示

市消防救援支队

连续扑灭两起居民楼火灾
成功营救疏散27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强） 2月19日20时54分，位
于榆阳区金刚寺蓝天育才幼儿园附近的一居民楼着
火，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派消防
队员前往救援。经过20分钟的奋战，现场明火被全部
扑灭，并成功营救出17名群众。

2月20日6时11分，时隔9个小时后，市消防救援
支队指挥中心再次接到报警，称横山区建国西路居民
楼道杂物着火，起火点位于一楼，因“烟囱效应”，烟气
迅速向上蔓延，情况十分危急。消防队员到场后，对火
灾进行扑救，第一时间疏散楼内群众10人。

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出警、果断处置，使得这两起
火灾无一人伤亡。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住宅楼楼
梯间杂物火灾导致人员伤亡的事故屡见不鲜，务必引
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楼道是疏散通道，更是生命
通道，在楼道堆放杂物会阻塞安全疏散通道，并且着火
时容易加快火势蔓延，十分危险。

吴堡县

两名退役军人
获5万元关爱基金

本报讯（通讯员 韦江江） 2月10日，吴堡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县慈善协会为困难退役军人宋保明、
薛文堂送去“陕西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2021年首批
援助金5万元。

宋保明是吴堡县宋家川街道宋家川村人，退伍后一
直从事交通运输工作。2020年6月，宋保明因交通事
故导致高位截肢。在治疗期间，数次被下病危通知书，
命垂一线，后在东部战区总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出院。

53岁的退役军人薛文堂是吴堡县寇家塬镇东王
家山村人，今年被查出患有胃癌，每隔半年需要到医院
做放疗，高昂的医药费使他的家庭陷入困境。

得知宋保明和薛文堂的困难后，吴堡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及时启动退役军人关爱基金援助帮扶机制，将他们
列为吴堡县2021年首批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帮扶对象。

榆林古城年味浓
民俗非遗贺新春

本报讯(记者 钟文玲 刘昊欣） 春节期间，榆林
古城步行街上的非遗传承人和民俗手工艺人用自己灵
巧的双手，传承和保护着榆林古城的文化记忆。

在非遗传承人高树飞和妻子刘润梅的石雕工作室
门前，围满了前来欣赏他们夫妻俩雕刻作品的群众。
高树飞和刘润梅则专注地打磨雕刻着手中的作品，为
古城老街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年味。刘润梅说，今年是
牛年，她和丈夫高树飞创作的“牛年大吉”等石雕作品
很受欢迎，已经卖出去好几个了，创作这些关于牛的石
雕作品，也是为了祝福榆林的老百姓平平安安、“牛”转
乾坤。

在榆阳区非遗展示馆刺绣展室中，刺绣手工艺人
王爱苹正在为前来参观的群众讲解自己创作刺绣作品
的心得。从大年初三开始，她就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一边潜心创作，一边为群众讲解刺绣工艺。王爱苹
说：“春节期间，来榆阳区非遗展示馆的游客非常多，我
的刺绣手工艺品的销量也很好。在展示传统手工刺绣
的过程中，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传承中国的传
统手工技艺，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

图为刘润梅展示她的石雕艺术品。 钟文玲 摄

可使个体得到保护可使个体得到保护；；
高接种率能够建立群体免疫高接种率能够建立群体免疫；；
建立免疫屏障建立免疫屏障，，控制新冠肺炎在控制新冠肺炎在

人群中流行人群中流行。。

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