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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发病列车上，热心群众齐帮忙。友好天
使挽生命，美丽扬州大爱彰。”昨天，在江苏油田友
好医院的一间病房内，北京退休干部郭志坚全家将
饱含深深谢意的锦旗送到了前来探望的上海铁路
局南京客运段吴娟列车长、列车员，以及友好医院
的医务人员的手中。

郭志坚的妻子赵静丽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列
车长、列车员、120救护车、友好医院的爱心接力，
如果没有扬州人的大爱，就没有我老伴儿的今天，
我们全家衷心感谢所有给我们关爱的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年初一晚上9时20分
左右，70岁的郭志坚和妻子赵静丽从北京乘火车
来扬州游玩，没想到在火车离扬州站还有约20分
钟时，老郭手脚突然不能动弹，意识也有些模糊，这
可把赵静丽吓坏了，她连忙向列车员求救。

列车员随即叫来列车长吴娟。有着丰富突发
事件处置经验的吴娟首先拿来血压计给老郭量血
压，发现血压还算正常。吴娟一边安慰，一边通过
列车广播寻找有医疗经验的旅客。一位中医乘客
听到广播后迅速来到老郭身边，指导人们正确施
救。同时，列车员迅速用手机与扬州120救护车联
系，并请扬州火车站准备好轮椅。

列车到站后，列车员佘晓东二话没说，蹲下身
背起老人就走，在列车长及乘客的帮助下，老郭从
特殊通道下车，坐上轮椅，虽然只有200米左右的
距离，但是他额头上满是汗水。早就等候的120救
护车，接上老郭，鸣起警笛，向医院飞驶。

而江苏油田友好医院的医生们也早已做好准
备。医院神经外科医师陈东介绍，到医院时老人意
识已模糊，不能说话，右侧肢体不能活动。经过检
查显示，老人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在30多毫升。经
过保守治疗后，第二天进行复查，老人的出血量又
增多。经过神经外科、内科等科室会诊后，老人急
需要手术。

正月初三，医院为老人进行了微创手术，即颅骨钻孔血肿腔置管引流术，
术中抽出约20毫升的血。后经过三天的血肿腔冲洗，消除了隐患。老人的
儿子和亲戚也从北京赶到扬州。

由于老人脑出血伤及语言区，目前只能单音发音，需要慢慢康复。家人
看到老人病情转为平稳，由衷地感谢一路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的相
助，以及友好医院医护人员的及时治疗和精心照顾。

老郭的一家人感激地说，“虽然还没有能欣赏到扬州的美景，但已经感受
到了扬州人的美德和大爱，谢谢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温度。等他康复后，我
们还要来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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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泰兴维权律师通过追加第三人、保全
外地到期债权等手段，帮助442名农民工讨回了近
千万元的拖欠工资。这是今年“两节”期间，泰州各
地依法解决农民工工资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劳动
报酬权益的一个缩影。

2016年11月，泰州各级工会就开始部署专项
行动，分类分层排查预警。工会联合市人社、公安、
住建、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力量集中执法排查，努
力做到关口前移，早发现、早报告，对可能发生较大
数额的工资拖欠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劳动关系矛
盾，及时发出预警，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
题。对存在拖欠克扣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依法责
令改正；对符合《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情形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及时移送
公安机关；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
性质恶劣的单位，在依法处理的同时，记入“失信社
会法人”向社会公布；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中，工会亮出了劳

动法律监督这柄“尚方宝剑”，
“软”“硬”兼施促使企业提高劳动用工规范性。

一方面，加强协作联合监督。多次联合市人社、工会
法律顾问团成员实地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用工及遵
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情况，敦促用人
单位依法支付工资和各项津贴，将欠薪行为制止在
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创新普法宣传形式。依托“互
联网＋”搭建新媒体服务平台，通过“泰州12351”官
方普法微博、微信、QQ群和“空中法庭”劳动争议庭
审视频直播进企业、建筑工地等，立体式全方位向农
民工宣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等劳动法律规定和
典型案例，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目前，泰州共建
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4366家，配备监督人员
9792人。全年累计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活动
1680场次，检查用人单位12156家，受理举报案件
137起，补签劳动合同1317份，补发工资6916.53万
元，补交社保891.31万元。

泰州还加大了联法执行力度，通过劳动关系三
方例会制度，将关键行业、重点企业支付农民工工

资的情况列为重点关注信息，各家针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互通“情报”，采取相关措施，迅速化解农民工
工资支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创新提
出三方四家“日常轮流值班+要案集中调处”模式，
即一般情况各单位轮流派员驻会办公，遇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三方四家均派员参与调处，及时妥
善解决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严防突发性群体事
件。遇拒不履行、久拖不决等疑难个案时，邀请发
改委、司法局、法院等相关部门参与劳动关系三方
工作扩大会议，实现情况互通、资源共享，形成工
作合力，共同处理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据
统计，2016年，全市人社部门共查处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500件，帮助1.78万
名农民工追发工资等待遇6349
万元。从去年11月开始的专项
检查阶段，已立案查处拖欠案
125件，其中移送公安机关涉嫌
犯罪案件13件，追讨农民工工
资929万元。

亮“尚方宝剑”追千万欠薪
——泰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侧记

记者 徐军霞 通讯员 黄德全 朱静秋

2月14日，情人节，情侣们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温情，表达爱
意。

图1：在苏州海底世界一名潜水爱好者以特别方式向女友求
婚,感受水下求爱的浪漫与温馨。 王建康 摄

图2：张家港港区派出所的消防监督员杨涛选购鲜花送给新
婚的妻子吴佳。本月12日刚刚完婚的他们，一天都没有休息，就
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庞瑞和褚珊珊 摄

图3：在无锡南禅寺街道寿星托老所，89岁的张福根老人向88
岁的妻子殷爱琴献上11朵象征“一心一意”的玫瑰鲜花。盛国平 摄

情人节秀恩爱

【职工在线】
丁某是某市级机关宣传科的主任科员，

该市公车改革后每月有650元的公务交通
补贴。丁某平时上下班或者工作时间外出
办事，都是开自己的私家车出行。2015年
底一天，丁某开私家车去参加在郊区召开的
工作会议，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丁某
颈椎受伤被及时送医院治疗，汽车车损也比
较严重。事后，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
定，丁某无责，大货车因闯红灯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丁某出院后，向当地工会“12351”
热线咨询，像他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要求货
车司机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以外，是否还
可以申报工伤并享受工伤待遇？

【以法答疑】
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以后，公务员公务

出行“私车公用”的情况逐渐增多，在此过程
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那么，针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定性处理？
按照我省现行法规、规章的规定，公务员群体
已经被纳入到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合法的

“私车公用”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一旦遇到伤
亡事故，可以认定为工伤。

我省公务员纳入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主要是为保障因工作遭受事
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劳动者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但是长期以来，机关、社会
团体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现事故
伤害，并不能按照工伤处理并享受工伤待
遇。2015年省政府对《江苏省实施〈工伤保
险条例〉办法》进行修订，于4月1日通过并
发布，自6月1日起施行。新的办法明确将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纳入到工伤保险适用
范围。2015年8月19日，省人社厅和财政厅
联合印发《关于江苏省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
实施意见》，进一步规定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
包括省内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
（单位）编制内的全部工作人员。公务员及参
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
动能力鉴定、待遇项目和标准等按照《工伤保
险条例》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
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私车公用”受伤是工伤

确因公务需要的“私车公用”行为，从行
为人上车开始直到完成公务回到单位或家

中，这段时间应该视为工作时间。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或者因工外出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的等，应当认定工伤。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定，因工外出期间包
括：劳动者受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
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
间；受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因
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本案中丁
某驾驶私家车去开会，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显然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可以认定为
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待遇。

需要注意的是，合法的“私车公用”遭
受伤害的，无论行为人本身是否承担事故
的责任，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均可
以认定为工伤。另外，公务员驾驶车辆上
下班不属于“私车公用”，但是如果发生非
本人主要责任（无责、承担次要或同等责
任）的交通事故且遭受伤害的，则可以认定
为工伤。

遭遇这样的伤害可主张“双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职工因第
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
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

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公务员“私车公用”发生
交通事故并遭受伤害的，既可以按照事故责
任的大小向交通肇事方提起民事赔偿，也可
以申报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待遇，但交通肇
事方已经支付的医疗费不能重复主张。

也就是说，本案中丁某可以主张“双
赔”。一般来说，工伤保险待遇主要包括医
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
期工资等，构成残疾的有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等等。对于事故造成的其他人员人身损
害及车损等损失，保险公司理赔后的不足
部分，如果“私车公用”是单位认可或指派
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八条规定，则应当按照行为人在事故
中的责任比例，由其所在单位承担兜底赔
偿责任。

董彬

“私车公用”遭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

本报讯（记者 吴文龙）日前，常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会议表彰了一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成果。常州市总工会“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幸福路’情系农民工系列文化活动”等10项成果被授予为
2016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成果。

据了解，2012年以来，常州市总工会已连续5年荣获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创新成果奖、优秀创新成果奖。

2016年，常州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幸福路”情系农民工
系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民工职业技术技能，帮助
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常州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市总组织开展首届“我是歌星”农民工歌手大赛和“露一手”农民
工技能展示活动。全市各级工会开展选拔展示活动60余场，参与职工近
10万人。两名优秀歌手被央视农民工春晚导演组选中，参加了2017年农
民工春晚表演。

2017年，常州市总工会将继续做大做优“情系农民工”系列文化活动，
1月12日，这项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市、区、镇三级工会深入开展歌手
大赛和技能展示活动，全年举办60场歌手大赛，40场技能展示活动。

会上，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常州电视图书馆——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中共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打造‘龙城清韵’廉洁
文化传播工程”等20项成果被授予为2016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
新成果。

常州市总情系农民工系列文化活动
获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成果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发现，2013
年以来，国务院已分9批审议通过取消和下放行
政审批事项共618项，持续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极
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着眼于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
成为国务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
政府职能的“当头炮”。

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累计取消下放618
项，提前两年完成削减三分之一的任务；全面清理
45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让“非行政许可审
批”这一概念成为历史；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
可事项目录清单，分3批共取消269项；国务院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单，分3批取消320项；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清单，3 批精简了
85%……

对于社会反映强烈的办证多办证难、“奇葩证
明”等问题，国务院审改办还推出了针对性举措，如
2015年对重复办理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整合由食品监管部门一家许可、
统一监管，全国240多万家餐饮企业、1400多万从
业人员从中受益；2016年，减少两项建设工程防雷
资质许可，合并一项许可，每年可使20多万个工程
项目避免重复许可，约缩短办理时间40天。

为不断增强改革的内生动力，国务院审改办
定期向各部门发送审批项目取消下放进度排名
表，让部门形成竞争比较机制。

国务院已取消和下放618项审批权

据新华社电 据环境保护部网站
消息，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省（市）
于2月15日～3月15日开展2017年
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督查对
象主要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
庄、廊坊、保定、唐山、邯郸、邢台、沧
州、衡水市，山西省太原、临汾市，山东
省济南、德州市，河南省郑州、鹤壁、焦
作、安阳市。

环境保护部由部领导带队，联合
相关省（市）组成18个督查组，并分成
54个小组同步开展督查工作，涉及督
查人员260余人。采取部长巡查、走
访问询、现场抽查等方式，坚持以督政
为主导，督政与督企相结合，分阶段推
进，不断传导督查压力，切实督促地方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责任。

环保部将督查18城空气质量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14
日发布1月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全
国（不含港澳台）上月共报告法定传染
病482019例，死亡1121人。

根据国家卫计委通报，甲类传
染病鼠疫、霍乱无发病、死亡报告。
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白喉、脊髓灰质炎和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
22种传染病共报告发病246739例，
死亡 1108 人。报告发病数居前 5
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
核、梅毒、淋病以及细菌性和阿米巴
性痢疾，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
数的95%。

全国1月报告法定
传染病48万余例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食药监总
局近期组织抽检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饮料，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等
6类食品616批次样品，发现4批次
样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已被责令
下架、召回。

不合格产品情况包括：标称湖
南亚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由童年
记食品旗舰店在苏宁（网站）易购销
售的开心果；标称乐百氏（广东）桶
装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生
产、由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许庙罗英
日杂百货店销售的乐百氏饮用天然
泉水；标称浙江佰利佰瑞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由溢丰食品专营店在飞
牛网销售的经点蓝莓果汁饮料；由
英山特产专营店在苏宁（网站）销售
的大别山红薯粉丝。

食药监总局
通告乐百氏等不合格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