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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民生促化解 绿色通道暖民心

市法院集中发放工资款 10.98 万元
□记者 何悦 通讯员 罗文武
本报讯 7 日，市法院集中为 23
名外来务工人员发放工资款 109800
元，送上了
“冬日的温暖”。
在现场，被执行人公司代表将筹
集的工资款交至执行法官手中，并对
参与案件调解的人大代表、执行干
警，以及心系案件化解的在场领导表
示衷心感谢。执行干警、代理律师核
对了职工个人信息、受偿金额后，将
23 人的工资款全部发放到位。
拿到工资的职工李大姐激动地

说：
“真的非常感谢法官、人大代表和
各位工作人员，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
这笔钱，可以开心过大年了”。
这些职工都曾在永康某蔬菜配
送公司工作。2020 年上半年，该公
司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拖欠了 23
名职工数月的工资。经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23 名职工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市法院高度重视涉民生案件实
质化解，立即开辟绿色通道，将该系
列案件移送“龙山经验”人大代表联
络站进行调处。调解过程中，人大代

表、执行法官充分考虑职工的劳动权
益和公司经营困难的情况，多次与双
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最终促使双方达
成共识。
“龙山经验”人大代表联络站
考虑实际情况，也为申请人垫付了 2
万余元执行款。
涉民生案件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更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年关将
近，市法院将持续加大对涉民生案件
的执行力度，全力保障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为护航“六稳”
“六保”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

“永城红管家”多措并举治噪声 全力做好
“护航人”

市综合执法局开展“绿色护考”行动
■
“永城红管家”
党建系列报道
□记者 吕琳萍
本报讯 为确保我市考生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普通高校招生
选考科目考试期间拥有良好的应考
环境，6 日至 8 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在永康一中、永康二中、永康丽州中
学、永康明珠学校、永康古丽高中 5
所学校考点周边开展了“绿色护考”
专项行动。
“为保证考生进出考场时道路畅
通，
我们每天提前 1 小时到岗，
对考点
周边道路的车辆进行疏导，禁止大型
货车、农用车及各类交通噪声较大的

机动车辆驶入，为考生创造安静的考
试环境。”在永康一中考点，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执法队员应培源严阵以待。
据悉，护考期间，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提前部署，以高标准做好考点周
边的环境秩序保障工作。连日来，该
局的执法队员严控噪声源头，抓好考
场周边施工工地的噪声管控工作，倡
导文明施工；优化周边停车秩序，劝
导考生家长文明出行，规范停车秩
序；反复排查考点周边、居民区周边
流动摊贩的问题，并及时处置，切实
维护考点周边市容环境秩序；垃圾分
类清运车主动避开接送考生等人流

量较大的时间段，提前开展考场周边
的清扫保洁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考
生、考点的影响；执法队员定点定岗，
不间断开展巡查，加强监管巡查力
度，要求过往车辆不在考场周边鸣
笛、停靠，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
有序的考试环境。
在本次“静音护考”行动中，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充分发挥了“永城红管
家 ”精 神 ，以
实际行动为
广大考生全
程护考，全力
做 到“ 静 ”待
佳音，
“静”助
佳绩，保驾护
航。
统筹策划:李治峰

化解劳资纠纷 防治欠薪问题

我市“劳资专管员”全员持证上岗
□记者 王靖宁
通讯员 方海昌 王艺诺
本报讯 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开
设劳资专管员培训班，来自全市建筑
企业的 312 名劳资专管员齐聚一堂，
共同学习、探讨民工工资监管问题。
据悉，此次培训采用课堂学习
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普

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
内容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工程项
目建设领域“六项制度”实操训练。
对考核成绩合格的劳资专管员，市
人力社保局将统一发放《建筑工地
劳资专管员培训合格证》，并将名单
统一录入到省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劳
资专管员库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平台。

“合格的劳资专管员是根治欠
薪工作的第一道防线，这样的培训
能让每位专管员拥有较强的劳资纠
纷化解能力。”市防欠办副主任胡小
奔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市已实现
在建工程项目劳资专管员全员持证
上岗，为实现在建工程劳资纠纷当
地化解，强化欠薪问题源头防治奠
定了基础。

永康市“三公”车辆不文明出行行为情况的通报
为持续推进文明素质提升工程，进一步推动我市创建省示范文明城市工作，市创建办按照《关于对
“三公”
车辆不文明
出行行为实行通报制度的通知》的规定，对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发现有不文明出行行为的“三公”车辆进行汇总，将不
文明出行行为累计三次的公职人员私家车和累计两次以上的公共营运车辆（公交车、客运车、公营出租车、网约车）、公
务车以及未上报和未完整上报“三公”
车辆名单的单位进行曝光。
一、公职人员私家车
单位名称

姓名

人民小学

程*盈

违法行为
“机动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 次，
“驾驶机动车违反
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1次

二、公共营运车辆（公交车、客运车、公营出租车、网约车）、公务车
单位名称
浙江双飞运输
有限公司
浙江双飞运输
有限公司
浙江双飞运输
有限公司

号牌号码

违法行为

主管部门

浙 G9MU10

“机动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次

交投集团

“机动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1 次，
“驾
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1次
“机动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1 次，
“人
浙 GL9Z56
行道不停车让行”1 次

浙 GG3V29

交投集团
交投集团

永康市创建文明卫生城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8 日

参与趣味运动 共谋干事新篇

唐先镇 450 名
村干部斗志昂扬
□记者 徐灿灿

本报讯 为帮助村干部尽快适应岗
位、提升责任感、使命感，同时进一步丰
富村干部文化生活，搭建沟通交流平
台，增进村干部间的友谊，营造健康向
上、团结和谐的干事创业氛围，近日，唐
先镇精心组织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全镇
共有 450 名村干部参与。
发展风正劲，逐梦再扬帆。运动场
犹如干事创业竞技场，唐先镇村干部们
共同挥洒汗水、激情拼搏，用力量和热
情演绎精彩，用奔跑和速度展示活力；
用运动为美好前景点赞喝彩，用协作为
唐先发展加油鼓劲。场上，各位运动健
儿充分发扬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高尚体育精神，恪守“公平、公正”的竞
赛原则，充分享受了运动带来的正能
量。
唐先镇党委书记陈新智表示，希望
全镇广大干部群众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带头建立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进一步
推动全镇群众性文体活动深入开展，推
动全镇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希
望大家团结协作、克难攻坚，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物
华唐先”建设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再创
佳绩。

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仓镇
前仓村房东陈某改、方岩镇富光
路房东胡某高未按时报送流动人
口信息,分别被警方各处以 100
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温馨
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 记 条 例》，在 房 屋 出 租 或 停 租
时，房东应该在三个工作日内报
送流动人口承租或离住信息。
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仓镇
前仓村前仓根龙丝网有限公司未
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
处以 100 元罚款。
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仓镇
太子湾陈庆华焊接店未按时报送
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处以 100
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温馨
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用人单位在录用或解
聘流动人口员工时，应该在三天
之内报送流动人口录用或离职的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