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

邱卫华 杨志峰 王露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近日，我市相关部门

根据《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

22

号令》的

有关规定，对饶城部分公共场所、大专院校的疫情防控进行了专项督查指导。

夕拾朝花

2

责编 / 黎波 版式 / 刘英 校对 / 曾春仙

2021.1.14 星 期 四

1

月

12

日晚，市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执法局组织卫生监督员对市中

心城区

KTV

开展夜间执法行动，督

查

KTV

疫情防控

,

减少人群集聚传

播风险，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反弹。

12

日当晚，记者随同卫生监督

员先后对唐巢

PARTY

、红馆、信江

汇等

KTV

聚集区域进行拉网式检

查。 卫生监督员主要负责检查

KTV

经营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落

实情况，是否落实进店扫码、测温、

个人信息登记、通风排气、场所室内

消毒以及经营单位的防疫物品储备

和自身员工的个人防护等工作。 检

查结果显示，大部分

KTV

经营场所

负责人的疫情防控意识较强， 配备

有测温仪和张贴健康码标识， 能加

强室内的通风排气，使用消毒剂定时

对场所进行消毒，但对顾客测温登记

工作比较松懈，落实较差。 根据存在

问题， 卫生监督员当场提出整改意

见， 并要求

KTV

经营单位严格落实

进店扫码、测温、信息登记和加大室

内通风排气等各项防控措施。

自

1

月

12

日起， 市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执法局组织卫生监

督员， 对全市大中专院校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查

和指导， 掌握全市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工作开展情况。

连日来，记者随同该局卫生

监督员先后来到上饶师范学院、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上饶职

院、 上饶中学等大中专院校督

查，主要通过查材料、听汇报、看

现场等形式，重点检查大中专院

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制订

和落实、 学校防控物资储备、隔

离场所设置、学校所有人员的健

康排查、消毒措施、培训宣传等

内容，特别就可能发生的各类情

况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学生

上课、学生宿舍、学生就餐、学生

洗澡、体温监测、通风消毒、应急

隔离等人群聚集和关键环节进

行讨论和指导，要求学校加强联

防联控，进一步细化和优化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和

完善， 确保各类预案环节畅通、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该局学校卫生科科长杨志

峰告诉记者，按照江西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发布的

20

号令， 他们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

改意见并要求及时整改到位，坚

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下一步，

还将对其他类型学校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查，切实

保障广大学校师生的身体健康。

1

月

13

日，市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执法局组织卫生监督员，分

组对全市养老机构的重点人群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本次检查对照江西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发布的

20

号令、

21

号令、

22

号令要求，采取现场查看、听取

汇报、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 重点

对养老机构传染病组织、制度、应

急处置工作预案建立， 防疫物质

储备，人员出入管理，应急处置区

域设置，以及场所通风条件、环境，

物品消毒等情况进行检查。 针对

存在的问题， 卫生监督员当场下

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并提出整改

工作意见。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大防

控力度， 同相关职能部门互通信

息，做好部门联动，切实督促指导

各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

处、落到细处，持续做好疫情响应

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织密筑牢

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网。

■部分娱乐场所登记工作落实较差

■大中专院校措施到位

■养老机构密织防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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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2020

年度我

省各地公布的

30

个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相关情况进行集中公布， 其中上饶市公

布的违法行为有

10

例。

2020

年度上饶市重大劳动保障违法

行为相关情况

●鄱阳县颐养老年病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98 名员工供职于鄱阳县颐养老年病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公司经营不善，一直

亏损，导致拖欠员工工资 3010331.56 元。

●江西朗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潘柏

高、沈发海等 17 名农民工来鄱阳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 反映该公司拖欠工

资 90295 元，该局按程序予以受理。

●江西尚品木业有限公司：2020 年 8

月 26 日，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

到劳动者投诉江西尚品木业有限公司存在

拖欠其工资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共拖欠 9

名劳动者工资共计 12.7384 万元。 该局于

2020年 9月 9日对该公司下达限期改正文

书， 责令该单位及相关负责人于 2020年 9

月 16日 17时前支付欠发的劳动者工资，逾

期该公司未支付。 2020年 11月 23日，上饶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江西黄金堂周家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因无力支付工程款造成拖欠工资，涉及

金额 18.7 万元。

●上饶市弈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因经营不善，拖欠 30 余名员工工资 26

万余元， 经市劳动监察支队责令支付仍未

支付，且拒不与员工核对工资。 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法人余金辉，股东杨强、徐军

被刑事拘留，员工工资已得到解决。

●德兴市兴远矿业有限公司：2020 年

10月 27日， 曹正海等人反映该公司拖欠他

们 11人工资共计近 30万元。经劳动监察局

立案处理后， 于 2020年 12月 30日支付到

位。

●万年县华泽实业有限公司： 拖欠员

工工资 28 万余元，经县劳动监察局责令整

改后仍拒不支付， 将被追究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

●江西恒之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6 日， 上饶信州区中山华庭

项目十余名从事内墙砌筑粉刷工作的农民

工到信州区劳动监察局反映被欠工资。 受

理投诉后,经调查了解，该公司在 2019 年

5～6 月期间拖欠 6 名农民工工资总计 14

万元。

●苏州捷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20

年， 农民工张东、 王新民等 4 人投诉

2017～2018 年在上饶经开区江西星盈科

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的施工分包单位苏州

捷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揽的净化工程工

地务工， 该公司一直拖欠工资 8 万元未结

清。 上饶经开区劳安局已督促建设单位江

西星盈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与南通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代付

款协议， 由江西星盈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8

万元工资，张东、王新民等 4 人已收到 8 万

元工资并写了收条。

●江西德诺华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德

诺华实业有限公司拖欠 7 名员工工资合计

76368 元， 在广丰区劳动监察局下达行政

处理决定书后仍未支付拖欠工资， 现已向

广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饶这些企业拖欠工资被曝光

饶城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是否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