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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生

本报讯（记者刘联）
2021年新春佳节临近，节
前将出现旅客出行高峰，人
员流动性大，珠海作为热门
旅游城市，既是游客喜爱的
重要目的地，也是人们走亲
访友的热点城市。市民应
该如何出行、如何接待亲
友？对此，1月13日上午，
市卫生健康局再次发布防
疫提示，请广大市民遵守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

市卫生健康局提醒市
民：对近14天内从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来珠返珠人员：
应主动、及时向居住地社区
报备，并提供72小时内有
效核酸检测证明，配合社区
落实健康管理“四个一”措
施（即：发放一份健康告知
书，开展一次健康问询，查
验一次健康码，抵珠当日一
次核酸检测）。其中，来自
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要接受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14天核酸检测。来自中

风险地区的人员要根据所
在城市的疫情形势，按照
省、市最新防疫政策，自觉
配合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近14天内从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城市来珠返珠人
员：及时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报备，配合社区落实健康管
理“四个一”措施。自我居家
健康监护14天，做好个人防
护，与家人保持1米距离，常
通风，勤消毒。一旦出现发
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
应佩戴口罩前往发热门诊就
诊，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接
触史等情况。就医过程尽量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近14天从国内其他低
风险地区来珠返珠人员：应
自我健康观察14天，做好
个人防护措施，保持1米社
交距离，避免前往密闭、人
群聚集场所，不要参加聚集
性活动。一旦出现发热、咳
嗽、腹泻、乏力等症状，应佩
戴口罩前往发热门诊就诊，

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接触
史等情况。就医过程尽量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此外，随着寒假、春运
的临近，大量的学生和务工
人员准备返乡，人员流动频
繁，疫情传播的风险很大。
对此，市疾控中心也呼吁广
大公众，要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不麻痹、不侥幸、
不松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不放松。

做好如下几项工作：一
是非必要不出行。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鼓励企
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
况和职工意愿，灵活安排休
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期
间尽量在珠过节。建议广大
民众非必要不离粤，非必要
不到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
不到境外，如必须出行，要合
理安排行程，提前了解当地
的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了
解目的地近期是否有病例或
疫情发生，同时要备好口罩、

手消毒剂等物品。
二是尽量减少聚集。尽

量减少串门、聚餐等聚集性
活动，少去人员密集场所。
提倡家庭及私人聚餐等活动
控制在10人以下。倡导婚
丧嫁娶能简办就简办，尽量
少摆酒席、避免人群聚集，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

三是主动告知报备。近
期要主动关注国内、外疫情
动态，及时了解中高风险地
区信息，如有亲友来自中高
风险地区，要及时向社区或
单位报备，并配合社区开展
疫情防控，做好个人防护。

四是加强个人防护。
希望广大民众加强自我防
护，保持戴口罩、勤洗手、

“一米线”等良好习惯。到
人群密集场所、通风不良场
所、医疗机构三类场所更要
佩戴口罩。在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时，自觉与其他乘客
保持间距，就餐时拉开桌椅
间距，使用公勺公筷。

市卫生健康局发布最新防疫提示

这些人员来珠海需隔离14天

本报讯（记者刘联）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1月13日
8时26分公布的信息显示，
珠海市前一日无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1月 12日 24时，
珠海市累计确诊病例 112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
例），现有在院病例1例。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通
报：1月12日0时至24时，
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2例，广州报告1例，来自
埃及；深圳报告1例，来自

中国香港；以上均在隔离点
发现，入境后即被隔离观
察。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1例，深圳报告，来
自中国香港，为跨境货车司
机，在入境口岸例行检测发
现。新增出院3例。

截至1月 12日 24时，
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078例（境外输入
682例）。目前在院42例。

国家卫健委通报：1月
12日0时至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115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8例（上海5例、广东2
例、福建 1 例），本土病例
107例（河北90例、黑龙江
16例、山西1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1
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
海）。

又讯 12 日 0 时至 10
时，河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21例，其中石
家庄16例（藁城区15例、开
发区 1例），邢台南宫市 5

例。
为防止疫情输出，河北

省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廊
坊市全域实行封闭管理，人
员、车辆非必要不外出。对
三市中高风险地区的村庄
和居民小区采取更为严格
的封控措施，继续严控人员
流动。在公路、铁路、城市
客运、民航、水路等方面，采
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封
住大交通，管控小交通，坚
决防止重点地区人员流动，
导致疫情向外传播扩散。

珠海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广东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刘联）1月
13日，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发
布珠海市因私出国学习或
工作人员新冠疫苗接种申
请指南。接种对象为因私
出国学习或工作的18-59
岁的珠海市居民【珠海户籍
或者有珠海居住证（暂住
证），或者珠海大学生在校
证明】。

珠海市因私出国学习
或工作人员新冠疫苗接种
点为珠海市妇幼保健院成
人预防接种门诊。接种需
要预约，关注微信公众号

“健康珠海”，点击“疫情服
务”-“接种预约（窝沟）”-

“留学出国新冠接种申请”，

按要求填写及上传相关证
明材料。预约完成后，即可
等候接种通知。公众号预
约不成功或有困难的，可在
工作时间致电2120951寻
求帮助。

所需材料包括：（一）
身份证明材料：本人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二）出
国留学或工作证明材料：护
照和有效签证证明、境外学
校入学通知书（境外机构邀
请函或劳务公司出具的证
明等）原件和复印件；（三）
珠海户籍或居住证明：户口
簿或居住证（暂住证）原件
和复印件；（四）出国人员
真实性声明。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提
醒，接种对象在接到接种通
知后，需要在约定时间内带
齐所列出的所需材料到指
定接种点接受新冠疫苗接
种服务。新冠疫苗接种服
务免费。此外，新冠疫苗共
需接种2剂次，间隔14-28
天。同时，接种新冠疫苗须
与其它疫苗间隔至少 14
天，请做好时间安排。此
外，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
员，仍需保持自我防护级别
不降低，做好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离和注意个人卫生
等自我防护措施。

据悉，由于珠海市新冠
疫苗目前供应有限，疫苗将

优先保障高风险岗位的重
点人群。对于因私出国留
学和工作人员，当前会根据
出国时间优先为近期出国
的人员提供接种服务。此
外，暂不支持外籍人员或港
澳居民预约接种。

我市发布因私出国学习或工作人员新冠疫苗接种申请指南

18-59岁市民可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扫二维码进入
“健康珠海”，按照指引
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王芳

工资是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的重要物质基础。治欠保支三
年行动计划以来，我市对恶意欠薪始
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打击态势，并加
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近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公布2020
年第四季度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共有12家企业上“黑名单”。

公布：12家企业欠薪被查处

记者梳理发现，“黑名单”上的12
家企业，其中11家企业涉及工资拖
欠、1家企业不仅欠薪还涉及未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查处
结果是，4家企业被移送公安机关立
案，8家企业被处以罚款3000元-2万
元以示警告。

因欠薪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的4家企业分别是，珠海市兴盛昌建筑
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拖欠63名劳动者
2019年11月至2020年9月劳动报酬
共计136.4323万元。娄底市崇博劳务
有限公司拖欠10名劳动者2019年2
月至2020年9月劳动报酬共计23.42
万元。深圳市元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拖欠34名劳动者2018年11月至
2019年7月的劳动报酬共计36.123万
元。珠海凯利得新材料有限公司拖欠
51名员工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
劳动报酬共计337.1395万元。以上4
家企业均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拖欠工资，经责令整改，仍未在规
定时限内整改，被处以罚款3000元-
2万元的8家企业分别是，中山市天
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珠海嘉芯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珠海市钟亿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河南诚信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成利威工业
有限公司、珠海市零难度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珠海华科建
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接的珠海长隆
海洋科学馆和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项目，两个项目均涉及欠薪。因此，华
科建筑上“黑名单”两次。

提醒：如遇欠薪可投诉

据了解，为确保劳动者拿到工资
过温暖幸福年，我市根治欠薪冬季专
项行动已全面铺开，从2020年11月6
日至2021年春节前，我市各级各部门
雷霆出动，“剑指”用人单位依法按时
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政府投资
工程项目、国企项目及各类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审批管理、资金监管
等方面，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实现“两清零”目标。

据了解，2020年，我市劳动保障
监察投诉举报立案350宗，处理突发
群体性事件4宗，共为3572名劳动者
追发工资等待遇 8076.35 万元。其
中，投诉举报案件数、群体性事件数、
为劳动者追发工资等涉及人数及金额
数，已连续三年实现同比“三下降”。

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劳动者如有欠
薪问题，请携带身份证明材料、劳动关
系证明材料（劳动合同等）等，到辖区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直接投诉反映，也
可拨打1233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热线
或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反映。

2020年第四季度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公布

12家企业因欠薪
登上“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