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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住房困难群体安居问题，
近期我市中心城区将推出一批公共
租赁住房面向符合条件的对象公开
配租。根据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资阳中心城区实施公共租赁住
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意见》

（资府办发﹝2015﹞22 号），现就申报有
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房源情况
本次推出的房源有二环路 B 段、

雷音花园、朝阳花园、泥河二期等公
租房。具体配租房源视申请情况确
定。

二、申请条件
（一）城镇居民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申请家庭符合市政府确定的城市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标准（上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5%以下）、低

收入家庭标准（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50%以下）、最低收入家
庭标准（低保）之一；申请人及家庭成
员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 12平方米或
无房；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或承租公有
住房；家庭成员中应当至少 1人具有资
阳中心城区范围内城镇常住户口。

正在享受中心城区租赁补贴的保
障家庭可按程序申请此次实物配租。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持有大中专院校、职校等毕业证
明，从毕业当月起计算未满 3 年；持有
资阳中心城区城市户口或居住证；与
资阳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用人单位签
订了 2 年以上（含 2 年）的劳动合同，并
已缴纳社会保险；申请人及家庭成员
在资阳中心城区范围内无住房。

（三）外来务工人员申请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申请人户口为非资阳市中心城区

范围内户口（属农民工的，应当具有农
业户口），持有居住证且居住满 2 年及
以上；申请人与资阳中心城区用人单
位签订了 1 年以上（含 1 年）的劳动合
同，并已缴纳社会保险；申请人及家庭
成员在资阳中心城区范围内无住房。

三、申请流程
（一）城镇居民申请承租公共租赁

住房的，由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并提交申请人身份证、家庭户口簿、住
房证明、民政部门核定的家庭收入证
明及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二）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
申请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应当首先
向其用人单位申请。用人单位不能
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且在开发区（资阳

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所有开发区或工
业园区）就业的，申请人可直接或由
用人单位代表其向开发区管理部门
申请。

若开发区管理部门不能提供房源
的，可申请政府投资（开发企业配建）
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申请人向
居住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
府）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人身份证、
家庭户口簿、居住证、劳动合同、住房
状况证明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及其
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四、申请截止时间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4日止。
五、具体配租方案另行公布。
特此通告。

资阳市住房保障管理办公室
2018年8月2日

多地调整高温津贴政
策，上调标准、简化计发

2012 年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
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
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高温津贴标
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适时调整。

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江西、四川、
天津等 5省市相继调整高温津贴标准，
成为继 2013 年之后，调整省份最多的
一年。记者梳理发现，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印发以来，至少 22 个省区市调
整过高温津贴标准。

今年调整后，江苏高温作业人员、
浙江企业室外作业人员的高温津贴标
准为每人每月 300元，江西为高温作业
人员设定了不低于 300元的基准线，共
同刷新了此前由山西、江西保持的每人
每月 240 元的最高标准。四川省的高
温津贴标准也由每人每天 8元至 12元，
上调为每人每天 10元至 18元。天津市

根据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进行动
态调整，标准由每人每天 29 元提高到
每人每天 31元。

有的省份探索简化计发方式。长
期以来，各地高温津贴发放政策不一，
在计算方式上，有的按月计算，有的按
天甚至按小时计算；在工作岗位上，有
的还区分了室外作业、室内高温作业、
室内非高温作业等。

今年，浙江省把过去的企业高温作
业、非高温作业、一般工作人员三类标
准，简化为企业室外、室内工作人员两
类，室内工作人员也可领取每人每月
200元的高温津贴。江西允许用人单位
自主选择高温津贴的计发方式，既可按
月也可按天计发，对于非全日制用工还
规定了每小时不低于 3元的计发标准。

专项检查发现部分劳动
者未领到高温津贴，有的担
心举报“丢饭碗”

据了解，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每年夏季都会在全国组织开展用
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
法规情况的专项检查，高温津贴是检
查重点之一。今年的专项检查正在进

行中。
到 7月下旬，西安市检查各类用人

单位 1142户，涉及高温作业劳动者 3.05
万人，其中 796 户用人单位为 2.7 万名
劳动者支付了高温津贴，有 11.5％的劳
动者未按时领到高温津贴；南京市劳动
监察部门通过高温执法检查，已协调处
理案件 154 件，帮助 500 余名劳动者解
决了实际问题。

广东省东莞市人力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的专项检查仍在进行，
去年检查用人单位 4017 户，未依法发
放高温津贴的有 22 户，违法企业数量
大幅减少。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涉
及高温津贴发放纠纷的一审案件发现，
2016年为 2219件，2017年为 1937件，今
年到 7月底可检索到 200余件。

记者调查发现，高温津贴权益受损
时，部分劳动者担心得罪单位、丢掉“饭
碗”，选择沉默。位于武汉的中建三局
华科光电信息大楼项目部党支部副书
记潘妍君说，项目工地上有 400多名工
人，她发现一个劳务公司没有及时发放
高温津贴后，主动联系涉及的十几名工
人，结果工人“担心为了一点小钱得罪
劳务公司”，不愿作证。

一方面劳动者有顾虑，另一方面，
企业的违规成本较低。目前，广东、山
东等地出台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对
未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的行为明确
规定，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2000
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

按照规定，即便被劳动监察部门查
处，企业只要及时补发，即可免除罚
款。近日，青岛市劳动监察部门就查处
这样一起案例，一家企业未向 127名职
工发放 6 月份高温津贴共计 17780 元，
但按规定只能先下达《劳动保障监察建
议书》，责令企业补发。

拒发高温津贴就是欠
薪，一些地方明确产生纠纷
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据了解，过去不少涉及高温津贴的
案件胜诉率偏低，原因在于举证责任不
清，劳动者想要证明其工作环境达到高
温津贴发放标准，并非易事。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明确高温津贴
发放纠纷举证责任，保障劳动者权益。
江苏、广东等地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
者从事高温天气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
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东莞市司法局今年5月公布的一起
案例显示，东莞某工艺制品厂的注塑部
组长李某，因厂方不发高温津贴与厂方
发生争议，被无故辞退。法院审理认为，
企业虽安装了抽风机、冷风机等通风降
温设备，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 6月
至 10月期间将李某工作场所的室温降
到了 33℃以下，且未能证明已向李某支
付过高温津贴，最终被判处支付高温津
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万多元。

多位基层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相较于农民工工资和社保，高温
津贴数额较小，平时并非执法检查的重
点。有些地方对拒不发放高温津贴企
业的查处，主要靠职工举报和投诉，甚
至存在“民不举，官不究”的现象。

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表
示，高温津贴是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并非可发可不发的“福利”，不按规定发
放高温津贴等同于拖欠工资。有关部
门应严查少发、拒发高温津贴的行为。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据新华社柏林7月31日电（记者
任珂 袁帅）德国民调机构 31日公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党内因移民难民政
策分歧严重，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
盟党支持率降至2006年以来最低点。

德国权威民调机构 INSA 舆情研
究所和舆观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
民调结果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德国联

盟党支持率下滑到 29％。与其联合执
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下降一个
百分点到 18％，这意味着政府支持率
只有 47％。

而同时，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德国选择党创下了支持率 17.5％
的历史新高，稳居第三大党和最大反
对党。

据新华社成都 8月 1日电（记者
胡旭）为加强融资担保行业监管，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
展，四川省金融工作局于 7月下旬至 9
月底在全省开展融资担保行业全面检
查，被检查机构如发现存在五种严重
违规情况之一的，将被吊销融资担保
业务资格。

此次检查内容包括公司治理情况、
规范经营情况、违反禁止性规定情况、
非持证经营情况等。检查范围为今年
6月 30日前在辖区内依法设立的法人
融资担保公司及融资担保分支机构，以
及未经批准在公司名称中使用融资担

保字样或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公司。
检查中如发现融资担保公司法人

机构或分支机构存在以下五种情形之
一的，将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资格：吸
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从事自营贷款或者受托贷款、开展受
托投资且情节严重；为非法金融活动
提供担保且数额巨大，发生重大担保
诈骗、担保代偿或其它情形，可能危及
金融秩序或引发系统性风险；资本金
不到位、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金；
挪用或占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贷
款、账外经营且情节严重；长期未开展
融资担保业务等情况。

新华社杭州8月1日电（记者 吴
帅帅）因抢注近似商标后对相关企业
进行恶意投诉，江西男子李某近日被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构成不
正当竞争，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70
万元。

据了解，原告拜耳公司自 2011 年
便开始使用“太阳和波浪”“男孩和冲
浪板”两个标识图案，主要用于旗下防
晒产品的外包装。

2016 年 8 月，本案被告李某将上
述两个标识图案抢注为商标，并于当
月开始对该款产品向淘宝电商平台进
行大量、持续投诉。

据阿里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的数据

显示，2016 年至 2017 年李某针对涉案
产品共投诉 249 次、涉及 121 个商家，
投诉后主动撤诉 19次。投诉期间，李
某曾多次联系拜耳公司，谋求高价转
让涉案商标、提供付费撤诉服务等。

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拜耳
公司对涉案产品中使用的涉案图案享
有在先著作权，且未作为商标使用，不
会造成混淆等。李某注册商标的动机
并非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而是欲通过
投诉、售卖等方式获利，其恶意注册商
标及投诉的行为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
竞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停止恶
意投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本案原
告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70万元。

据新华社成都 8月 1日电（记者
陈健）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 7 月 31 日
批准北川羌族自治县等 15 个县退出
贫困县序列。为巩固脱贫成效，贫困
县退出后，在脱贫攻坚期内，国家和四
川省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
度不减。

此次退出贫困县序列的 15 个县
具体为：北川羌族自治县、沐川县、嘉
陵区、仪陇县、巴州区、马尔康市、汶川

县、理县、茂县、泸定县等 10个国家级
贫困县，以及合江县、利州区、高坪区、
通川区、恩阳区等 5个省定贫困县。

据了解，这 15 个县均达到贫困县
退出相关指标，综合贫困发生率均低
于 3%，脱贫人口错退率、贫困人口漏
评率均低于 2%，群众认可度均高于
90%。在此基础上，达到了乡乡有标准
中心校、达标卫生院和便民服务中心，
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

近期，中央气象台
连续多日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多地

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
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天
津等5省市陆续调整高温
津贴标准，其中浙江、江西
还简化了计发方式。各地
劳动监察部门今年专项检
查发现，仍有部分高温作
业劳动者没有拿到高温津
贴。

□ 新华社记者梁晓飞黄浩苑
徐海波王飞航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八一”建军节前夕，武警江苏
总队泰州支队的官兵来到居住在
当地的 90 岁新四军老战士徐方晶
的家中慰问，聆听新四军往事，让
红色基因在官兵心中代代相传。
图为7月31日，90岁的新四军老战
士徐方晶（中）给武警官兵讲述军
功章的由来。 新华社发

资阳市住房保障管理办公室
关于开展申报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的通告

多地持续高温
劳动者高温津贴拿到手了吗？ 我省批准北川等15个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

默克尔保守联盟支持率创新低

墨西哥坠落客机无人死亡
初步报告机上无中国公民

浙江：男子抢注商标后恶意投诉
被判赔偿70万元

四川全面检查融资担保行业
严重违规将被吊销牌照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7月 31日电
（记者 吴昊）墨西哥航空公司 7 月 31
日说，墨西哥北部杜兰戈州当天发生
的客机坠落事件未造成人员死亡。另
据墨西哥警方和航空公司初步确认，
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的登机和伤亡
报告。

据悉，事发时，飞机上共有 99 名
乘客和 4 名机组人员，目前尚未收到
人员死亡报告。航空公司正在配合调

查工作，并将为伤者及其家庭提供必
要帮助。

另据悉，这架航班起飞时遭遇强
风，起飞后不久便急剧下降，飞机左翼
先着地，导致引擎脱落。飞机坠落后
处于水平状态，这为乘客在着火前逃
离机舱提供了条件。目前有 49 名机
上人员住院接受治疗，飞行员伤情严
重，不过“情况稳定”。

目前墨西哥检方已对事件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成都８月１日电（记者
董小红）记者 1日从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获悉，《关于建立四川省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诚信档案加强履约管理的
通知》正式公布，对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的履约管理提出新要求。

记者了解到，通知明确，一旦发
现违约情况，由定向县（市、区）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按签订的培养协议，向
发生违约行为的定向医学生追缴违
约当日前已享受的减免和补助费用

违约金。此外，诚信记录表装入毕业
生档案，待大学生诚信平台建立后再
录入其违约失信事实；服务期限内

（6 年）参加省内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招聘单位对其失信行为视为考核考
察不合格；服务期限内（6 年）参加全
科医学专业外的其他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不予以注册；服务期限内

（6 年），所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将
其医师定期考核职业道德评定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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