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笏山金矿爆炸事故

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指导应急处置
被困人员状态良好现场共10个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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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9省份倡议“就地过年”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于1月21日至3月
底在全国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
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人员春节期间安心留在就业地。

@在外务工的你，这个不一样的春节，为了你的
“小家”和我们“大家”，安心留下可好？

留下过年可能增加企业负担，会不会找理由被解聘？春
节坚守岗位，加班工资怎么算？

针对这些焦点问题，北京市人社局近日会同多部门发文
明确，外来务工人员留京过年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违法终止或
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
天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发三倍工资，11日、15日、16日、17日四
天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
的加班工资。
“专项行动期间，将推动各地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

障，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调休，以岗留工、以薪留
工。”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亲情难舍，春节是仪式，也是一种情结。
“我在大连打工13年了，老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今年疫情

回不去家，爸妈你们要保重好身体。”
“就地过年没啥，就是希望企业和工厂解决好打工人的吃

住问题，等年后能让我们回乡轮休。一年也就回去一次，家里
老人和小孩很久没见了。”
“工地停工，饭店餐厅都关门，工棚冷飕飕的，这些能不能

协调解决好，给在外漂泊的游子提供一个更温暖的港湾。”
“28年来头一次要独自在外过年，感受可能会很不一

样。留下就是做贡献吧，期盼能有防疫和团圆的最优方案。”
网友们的留言，蕴含对各地倡议的响应支持，也透出了诸

多期盼。
对此，七部门在通知中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春节期

间连续生产的重点企业给予适当支持；及时对符合条件人员兑
现失业保险待遇、临时生活补助，避免发生困难群众求助无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公
司福利这么好，过年留守要趁早，留守加班可尝试，额外奖励
两千四。”近日，企业挂出的一串串标语在网上走红。为鼓励
员工“就地过年”，各大企业使出浑身解数。
“我们给所有员工准备了超市购物卡，将在节前、节后

派发过年红包、开工红包。大年初二还会给留下过年的员
工发放年货。”杭州东华链条集团管理部副总经理刘冬根告
诉记者。
“目前已有1200多名外地员工确定留下过年，且人数还

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年春节期间企业的支出可能增加
30%。但留员工过年是为了更好地生产，也增加了员工的稳
定性，我们认为这钱值得花。”刘冬根说。
“今年春节劝家政工留在上海比往年容易，公司会奖

励所有留守员工200元，干活多的最高奖励1000元。”上
海家事佳家庭服务公司董事长李娜说。据记者了解，有
的家政公司鼓励员工“五一”假期再回家，届时报销返乡
车票。
“就地过年，不是将就过年。”中国建筑集团国内在建的

12000多个工地，频出“鲜招”鼓励引导农民工坚守当地过
年。天津地铁七号线项目部为留下的工友们集体办理退票，
提供充值话费和流量服务，还采购米面油、干果等年货；武汉
北辰经开优＋项目部捕捞了放养半年的千余斤鱼，发给就地
过年的职工和106名农民工友。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表示，春节后的“招工难”也
是常年困扰企业的一大问题。近几个月来，部分行业外贸贸
易订单增加，一系列稳岗留工举措，能提高员工黏性、有效缓
解节后劳动力紧缺形势。

7部门、29省份@在外务工的你

留下过年
可好？

45岁的叶国栋，是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装
配工人。往年都要返回老家农村过年的他，今年和妻子商量，
打算春节留在杭州。
“回家‘年味’肯定更足，但路上还是有风险，万一要隔离

更划不来。毕竟有健康，才有团圆。”叶国栋说。
“出门有风险，钱包还会扁；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减。”

“隔离十四天，不如留下多挣四五千。”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
控形势，越来越多在外务工者像叶国栋一样选择留下。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河南等29省份陆
续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一些地方针对外来工推
出了免费邮寄年货、减免景区门票、发放购物券等多项鼓励政策。

用工大省广东，各级人社部门早早发出“致务工朋友们的
信”，建议大家“过节不回家，把平安捎回家”。各级工会计划
投入至少2600万元，向留下的工友们赠送18万份以上慰问
年货或新春网购券。

广东肇庆除提供外地务工人员每人300元补贴外，还将送出
消费券、A景区游览券、免费电影票、免费技能培训等“暖心大礼包”。

福建泉州将给外地职工发放每人200元网上红包，困难
职工家庭每户给予1000元补助，春节期间取得职业证书的最
高还可获得3000元补贴。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月21日至3月底专项行动期
间，将鼓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落实好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适当提高补贴标准，支持中
高风险地区、重点行业，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

按照专项行动安排，各地还将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
和集体过年活动，餐饮商超、医疗卫生、治安消防等服务供应
不断线，让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春节。

发消费券、减免门票、技能补贴
多省份出“实招”留你过年

派红包、充流量、发活鱼、采购米面油
企业为“留人”也是拼了！

加班工资、错峰放假、弹性调休
落实待遇保障最能留人稳心

春
节
临
近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长
兴
县
妇
联
举
行
﹃
就
地

过
春
节
美
照
寄
老
家
﹄
送
温
暖
活
动
。1

月19

日
，在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长
兴
县
夹
浦
镇
一
家
企
业
车
间
内
，一
个
纺
织
工

家
庭
准
备
拍
摄
新
年
照
片
。

新
华
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彭韵佳）记者19日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
公室负责同志带领5名国家级专家赶赴山东省烟台市栖霞
笏山金矿，强化救治力量。该专家组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
天坛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安定医院的重症医学、营养、
神经外科、职业病与中毒医学、心理干预等专业的5名专家
组成。
又据新华社济南1月19日电记者19日从山东笏山金

矿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已发现的被困人员状态良
好。目前现场共有10个救援钻孔，其中2个已经废弃。

3号钻孔17日打通后，承担与井下“五中段”联络并输
送给养的作用。19日7时31分，经监护人员与井下通电话
确认，已发现的被困人员状态良好。在此前已向井下提供
给养后，19日9时2分，又投放营养液55瓶、小米粥13瓶、
益生菌1瓶、温度计1支，同时投送了保温毯、留言纸和湿
巾等物品。

据应急救援指挥部介绍，目前明确“3+1”总体救援方
案，“3”即：生命维护监测通道（1号和3号钻孔）、生命救援通
道（井筒和10号钻孔）、排水保障通道（7号和8号钻孔）；“1”
即：辅助探测通道（4号、6号和9号钻孔）。目前，救援现场共
有10个钻孔，其中2号钻孔因遇破碎带卡钻、5号钻孔因偏
离7.3米无法纠偏，均已废弃。

井筒和10号钻孔被作为生命救援通道供被困人员逃
生。目前，井筒清障存在较大困难，在距井口350米处，遇到
严重堵点，供风排水管路、供电通信线缆等相互交织叠加在一
起。井筒内施工空间窄、吊笼断面小，清障施工难度极大。10
号钻孔作为救援逃生通道，正在平整场地，争取尽快开钻。

据新华社成都1月19日电 2021年1月19日，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光荣受贿案，对被告人秦光荣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对秦
光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秦光荣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秦光荣利
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委副
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工程承揽、股权转让、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
2000年至2018年期间，秦光荣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89万余元。2019年4月6
日，秦光荣主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投案。

秦光荣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第一个投案自首的
原省部级一把手。国家监委对秦光荣提出了从宽处罚的建
议，检察机关对秦光荣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的意见予以
认可。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原省部级一把手

秦光荣一审获刑7年 处罚金1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