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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责编：吴莉君 编辑：田丽丹 组版：袁月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05民生

“小小菜市场 事关大民生”系列报道12

打铁还须自身硬。

一直以来，市劳监支队将自身能力

提升和队伍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

置，以强化教育、夯实基础为抓手，不断

提升劳动保障监察行政能力。

深化“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坚定执

法人员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

巩固和升华了执法人员的理想信念。

强化法规政策学习，组织执法人员

学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意见》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

策，提高了执法人员法规政策水平。

实施执法检查“两随机、一公开”，

制定实施方案和“两库一单一细则”，明

确工作进度和时间节点，细化职责任

务，防止了监察人员执法的随意性。

推进窗口服务平台建设，拓宽办公

用房近 200 平米，设立举报投诉大厅、劳

资纠纷调解处理室、档案管理室，进一

步完善了服务窗口功能。

实行劳动保障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执

法内部回访、层级监督、全程监督制度，强

化廉政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严谨执法

纪律，提升了劳动保障监察法治化规范化

水平。

坚持“三会一课”学习，不断规范执

法人员言行，净化执法人员心灵，严谨执

法人员作风，坚定了执法人员理想信念。

推进扶贫攻坚，组织党员干部深入

扶贫对象家中，了解具体困难，想方设

法为扶贫对象排忧解难。

……

在遂宁，正是有这样一支队伍，让全

市农民工，乃至让所有的劳动者更有

“安全感”。全市劳动监察系统将进一

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打造

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严、

效率高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切实维护

全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建设美丽繁

荣和谐遂宁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全媒体记者 王维）

“当我们受到委屈或者不公平对
待的时候，都是他们为我们‘撑腰’，
为我们追讨‘血汗钱’，就像我们‘娘
家人’一样。”这是我市在一次次“追
薪”行动中，农民工最终领到拖欠已
久的工资时，说得最多的一句心里
话。

获得“娘家人”荣誉称呼的背后，
是“娘家人”对农民工的关心关怀。
2017年以来，全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总要求，紧扣劳动保障监察执
法主旋律，积极深化为民服务理念，
创新执法体系，规范执法程序，强化
执法监督，提升执法效能，大力推进
工资拖欠综合治理工作，有效维护了
劳动者工资权益。日前，遂宁市劳动
监察支队被省人社厅评为 2017 年度
先进集体，市人社局副局长、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长邓刚荣获先进个人
称号。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本报
之前针对市民反映
的市城区农贸市场
农产品流通环节各
类问题进行了调查
走访报道。针对这
些问题，相关部门
积极整改，表示将
多措并举，从农产
品生产源头抓起，
保障市民“菜篮子”
种类丰富且安全。

多措并举抓源头市民“菜篮子”丰富又安全

遂宁劳监支队：做农民工最亲的“娘家人”

对于市城区农贸市场存在

的各种问题，相关部门纷纷行

动起来及时整改。

针对农贸市场分布不均的

情况，经开区今年计划建设龙楼

村、富源路等 4个农贸市场，富源

路农贸超市正在规划市场位置。

河东新区一期已通过控规，增加

了灵应寺社区和市检察院附近的

2处农贸市场规划用地。河东二

期也规划建设农贸市场 7处。物

流港片区共规划有 8个农贸市场

和 2 个社区超市，具体规划方

案会在 2019 年陆续制定。

对于农贸市场周边乱停乱

放及停车难的问题，市城管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每

天安排两名以上城管队员对辖

区农贸市场占道经营、乱停乱

放等问题进行治理。市城区静

态交通管理工作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在各大农贸市场

附近施划 1007 个停车位。

为确保市民购物用上放心

秤，市计量所对市城区 20 个集

贸市场 1337 家经营户使用的

1730 台计量器具进行了免费强

制检定。对于检定不合格的

207 台秤，及时通报了相关辖区

工质局，督促商家立即更换和

检测新秤。

对于市场肉品销售问题，市

食药监局流通科相关负责人表

示，前期已对市场进行整治，下

一步将继续加大巡逻，发现无

“两证”的肉品一律依法处置。

同时，正积极采购快检车，补充

市场农残检测力度，并要求各

辖区做好农产品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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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果蔬、安居大米、射洪

柑橘、蓬溪粉条……近年来，为

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我市不

断丰富农产品种植种类。记者

从市农业部门获悉，2017 年，我

市粮食总产达到 162 万吨，油

料总产达到 16.1 万吨，水果产

量 24 万 吨 ，蔬 菜 产 量 196 万

吨。全年生猪出栏 359.7 万头、

牛出栏 6.6 万头、羊出栏 49.2 万

只、家畜 2152.1 万只，肉类、禽

蛋产量分别为 34.7 万吨、9.75
万吨，渔业养殖出水成鱼 5.66
万吨，丰饶的农产品满足了市

民的多样化需求。

在本土农产品不断丰富的

同时，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也不

断进入遂宁市场。

“东北大豆、日本南瓜、缅

甸香蕉……每天从我们这里销

往全市各地和周边县市的果蔬

种类齐全，蔬菜有 70 多个品种

约 300 吨，水果有 60 多个品种

约 200 吨，干杂副食酒水约 400
吨。”纵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相

关负责任人介绍，这些产品来

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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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产品日益丰富的今天，

市 民 越 来 越 关 注 农 产 品 的 安

全。为保障市民买得放心、吃得

安心，我市多措并举，从源头保

障产品安全。

在种植方面，我市不断提高农

产品安全种植要求，建立标准化生

产基地。截止目前，全市已建成现

代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60 万亩；

建成部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场 51个、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 24 个、市级“放心农产品标准

化示范基地”10 个。全市累计获

得农产品“三品一标”登记认证的

达 544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408

个、绿色食品 100个、有机农产品

24个、地理标志产品 12个。

更为重要的是，我市还建成了

市、县、企业、终端查询四级信息化

监管系统，目前全市已有 113家企

业的243个农产品纳入市级农产品

追溯系统，预计在2020年“遂宁产”

农产品将全面实现质量安全可追

溯，从源头上确保农产品安全。

在养殖业方面，市农业局多

措并举，加强对动物养殖的监

管，严把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和

流通环节等各个关口，实现了规

模养殖场监管覆盖率 100%，牲

畜标识佩戴率 100%，动物检疫

申报率 100%，检疫率达 100%。

同时，为全面建立食用农产

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效管

理机制，实现从种养殖生产到市

场销售监管全过程、全链条无缝

隙衔接，切实加强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控，近日，射洪县农业

局、畜牧局、食药监局、工商质

监局联合印发《关于实施食用农

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

的意见》，在全县推行以食用农

产品质量合格证为基础的产地

准出与市场准入制度。下一步，

这种模式将在全市推广，切实保

障市民“菜篮子”安全。 （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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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2 月，杨某承包遂宁河东

新区某装修工程，共拖欠 32 名农民

工工资 10.3 万余元，一度消失了踪

迹。经连续蹲点守候，市劳监支队

和我市公安民警配合，在成都锦江

区一网吧抓获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的犯罪嫌疑人杨某，追回欠薪 10.3
万元。

去年 3 月，大英县蓬莱镇居民

武某来到市劳监支队，投诉四川郫

县某水利电力公司拖欠自己及 13
名工友的工资共计 38 万余元。在

市劳监支队协调努力下，7 月 14 名

农民工终于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

资。

去年全年市劳监支队查处举报

投诉案件 1012件,行政调解简单劳资

纠 纷 417 件 ，办 结 979 件 ，结 案 率

96.8%，为 7380 名劳动 者 追 讨 工 资

5765.9 万元。

去年以来，市劳监支队加大查

处力度，采取多项措施，扎实做好治

欠保支工作。

拓宽专项检查范围。检查用人

单位 1656 户、在建工地 273 个，纠正

违章 211 件、限期整改 35 户、行政处

罚 13 户，排查出存在工资支付问题

的建筑工程 51 个。

高效处置突出发事件。处理各

类劳资纠纷涉稳突发事件 51 件、信

访案件 34 件，涉及劳动者 1319 人，

涉及金额 580 余万元。

及时处理回复政府服务热线。

全市处置回复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案件 2133 件，回复率 100%，满意率

93.3%。

迅速落实直发建账“两率”。全

市统计在册新开工建设项目 88 个，

农民工工资由总承包企业直发 70
个，直发率为 79.5 %；总承包企业建

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55 个，建账

率 62.5%。

坚决打击企业违法行为。督促

311 户企业为 2619 名职工完善了社

会保险，清欠社保费 601.3 万元 ,规

范 45 个建筑工地工伤保险，移送源

头性欠薪案件 22 件，移交公安查处

案件 10 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7
件，对恶意拖欠工资、违反社会保险

征缴、违法使用童工等严重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的 51 户企业予以行政

处理（罚），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

“真的很感谢你们，要不是你

们，我们的工资根本拿不到。”前不

久，农民工又送来一面锦旗，并向市

劳监支队表示感谢。看着一面面锦

旗，所有奋战在劳动监察岗位的工

作人员感到特别欣慰，更增强了做

好劳动监察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打击不是目的，预防才是根本。

在综合治理农民工工资工作中，我

市还不断完善和创新机制，努力构建工

资拖欠的常态长效管控。

一方面，通过健全工资保证金制度，

夯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底线。我市修订

了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

度，细化工资保证金缴纳、返还、管理、

差异化缴存的标准和流程，去年督促建

筑施工企业缴纳工资保证金 8234 万余

元。另一方面，我市建立了工资应急周

转金制度，增强工资拖欠应急处突能

力。市本级、大英县设立应急周转金

300 万元，射洪县、安居区、船山区设立

应急周转金 100 万元。与此同时，我市

还建立了解决拖欠工资问题联席会议，

细化明确 18 部门职责，设定了定期会

议、合署办工、联合调研、约谈问责等

工作机制，强化工资支付执行力。

“医治‘老赖’，我们不仅开出‘特效

药’，还开出了‘中成药’，治标更要治

本。”邓刚介绍说，全市劳动监察系统坚

决实行“黑名单”和“红名单”制度，从正

反两个方面常态长效治理农民工工资

拖欠问题。一方面，联合工商、住建、人

民银行等部门制定企业“黑名单”制度，

把拖欠农民工工资、拒不整改的 11 家企

业，列入企业“黑名单”，采取行政、金融

等措施对企业实行综合管控和联动惩

戒。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守信企业红

名单”评选，全年共有 169 家企业列为第

七批“守信红名单”。

正是这一项项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

善，让全市劳动监察工作形成了成熟的

“套路”，牢牢地套住“老赖”，更将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积极构建长效管控机制
坚决依法打击“老赖”违法行为B

软硬皆施全面提升
努力打造一支过硬监察队伍C

纵横批发市场

遂宁劳监支队工作人员将追回的欠款发放给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