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视点

连日来，哈尔滨市最低气温已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在哈尔滨市香坊区民生路，早上七点多，环卫工人丁占文正在扫垃圾。他
把自己包裹严实，只露出眼睛，睫毛上有一层霜。

被问及冬季室外工作有没有领过低温津贴，他回答：“听说过高温津贴，没听说过低温津贴，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近日，伴随着寒潮的到来，多地出现入冬以来最寒冷天气。“速冻”模式下，仍有一些劳动者在凛冽寒风中坚守岗位，如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等。国家相关规定提到了低温津贴，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劳动者对此了解不多，也很少有人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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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模式来袭

户外劳动者享受到“低温津贴”了吗？

丁占文做环卫工人6年了，每天
室外工作8个小时，每月工资2160
元。在东北工作这么多年，他从未
领取过低温津贴。

黑龙江省黑河市冬季平均气温
可达零下20多摄氏度。黑河市一家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李平说：“低温津
贴听别人说起过，但没领过。”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规章发现，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2004年
3月1日起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
明确提到低温津贴：在劳动者提供
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
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中班、夜
班、高温、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条
件下的津贴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

人社部等部门公布修订后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将“低温”列
为职业病危害之一。

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发
放高寒岗位低温津贴的相关规
定。尽管内蒙古出台低温津贴规
定已有7年多，但记者采访了十多
位环卫工人、快递员、保安等室外
劳动者，他们都表示对低温津贴
不了解。

“我们这里每年12月下旬到1
月上旬，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最高
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在室外
工作有时手脚冻得像冰棍一样，但
从来没有享受过低温津贴。”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环
卫工人王力新说。

近年来，高温津贴被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一些地方不但明确了最
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为高
温天气，还对高温天气劳动者的津
贴、休息等制度进行了规范。

与高温津贴相比，低温津贴依
然鲜为人知。

黑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黑河市没有关于低温津贴的
相关规定，至于室外劳动者，像环卫
工人、快递员等是否有低温津贴，由
企业自行决定。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管局环
卫所工作人员表示，环卫所主要对
企业和环卫工人作业进行监管，其
他事项不属于该单位的监管范
围。记者就内蒙古低温津贴落实

情况向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发采访函，但该单位
劳动关系处负责人表示，不愿意就
此问题接受采访。

专家表示，对于低温津贴的
发放，尽管有的地方出台相关规
定或通知，但缺乏强制力；如果
用人单位不主动，规 定 形 同 虚
设。仅靠企业自觉，执行起来比
较困难。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
勇说，低温津贴受重视程度不如高
温津贴，也与冬季室外劳动者人数
相对较少有关。比如，很多建筑工
人在夏季高温天气下仍坚持作业，
但在冬季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多数
工程停工了。

据了解，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
作业，可能对人的心血管系统、免
疫系统、骨关节等产生危害，诱发
多种职业病。

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瑞
政说，极寒天气下的劳动者坚守岗
位，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和人们日
常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全社会应当
更加关心他们的冷暖，将低温津贴
落到实处。

近年来，极端天气日益增多，户
外艰苦条件下劳动者的保障问题益
发值得关注。赵瑞政建议，在顶层设

计方面，可制定低温天气下劳动保护
专项政策法规，比如出台低温作业
防护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低温天
气作业范围、企业拖欠低温津贴的
法律责任等，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公共管
理研究所副所长张敏建议，可参照
高温津贴的做法，就低温津贴执行
制度的主体，津贴发放对象、条件、
数额、月份、形式等作出原则要求，
由各地因地制宜进行细化。

业内人士还建议，对由政府采
购的公共服务项目，可将低温津贴
列入，通过政府引导，带动相关行

业和企业积极落实低温津贴规
定。此外，还应进一步发挥各级工
会的作用，督促用人企业严格执行
低温作业防护措施和低温津贴发
放，依法支持劳动者维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
部门表示，国家没有低温津贴制
度，但我们鼓励企业以人为本、因
地制宜，在工资分配中体现极寒
恶劣天气等因素，向一线、艰苦岗
位倾斜，更好地关爱劳动者，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5日电
记者王建 哈丽娜）

加强对户外劳动者保障，细化措施落实责任C

很多人没听说过，更没领过A

有关规定缘何多沦为空文？B

新华社北京12月 15日电
（记者胡喆）记者15日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截至12月 14日 21
时，“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
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
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
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飞行状
态良好。

据介绍，受天体运动规律影
响，火星与地球距离在0.5亿公
里至4亿多公里周期性变化。

“天问一号”探测器到达火星附
近时，距离地球约1.9亿公里。

“天问一号”自7月23日发射以
来，已成功完成地月合照、探测
器“自拍”、三次中途修正、一次
深空机动、载荷自检等工作。

后续，还将进行数次轨道
修正，预计明年2月中旬接近
火星后，实施“刹车”制动进
入环火轨道，为火星着陆作
准备。

“天问一号”探测器
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

我国将在全国实施动产
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李延霞）14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实施动产和
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会议指出，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近几年在部分省市
开展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试点，便利企业担
保融资。试点中，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新增担保登记
业务占比超过95%、融资金额占比超过80%。

为进一步扩大改革效果，会议决定，从2021
年1月1日起，对动产和权利担保在全国实行统
一登记。原由市场监管总局承担的生产设备、原
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登记和人民银行承担的应
收账款质押登记，以及存款单质押、融资租赁、保
理等登记，改由人民银行统一承担，提供基于互联
网的7×24小时全天候服务。

会议明确，此前已作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
不需要重新登记，有关部门要妥善做好存量信息
数据移交等衔接工作。对新登记的，由当事人通
过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并对登
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登记机构
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在全国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有助于
金融机构全面掌握企业动产和相关权利信息，更加

“敢贷”“愿贷”，提升担保融资的意愿和效率。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2月15日晚同智利总统
皮涅拉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智利是第一个同新
中国建交的拉美大陆国家，中智关系是
中国同拉美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
典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双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体现了两国
人民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双方要总
结建交50年来中智关系发展历程，继
续发扬敢为人先传统，推动中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开创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中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将为
包括智利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
市场和发展机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充分释放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潜力。中方愿扩大对智利农业、矿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打造科技
创新、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
深化文化、教育、卫生、地方、旅游等领
域交流合作。加强疫苗研发和使用合
作，为智方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和帮助。就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
化等全球性议题加强沟通协调，共同
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希望智方
为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皮涅拉表示，智中两国建交50年
来，双方友好历久弥坚，政治互信更加
巩固，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智方赞
赏中方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
济增长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战略成果，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自主贡献新举措，为世界作出了新

的重要贡献。相信中方制定实施“十
四五”规划将为包括智方在内的世界
提供更大机遇。智方愿同中方加强
对话合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共同维护公平自由的贸易体系，
就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
大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拥有悠久古老
文明和长远战略眼光，相信中国将为
完善全球治理、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
作出更大贡献。

当日，两国元首还就中智建交50
周年互致贺电，一致同意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推动中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2月15日晚同坦桑尼亚

总统马古富力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马古富力连任总

统。习近平指出，中坦传统友谊是两
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中方始
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
中坦关系。不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
变幻，中方始终是坦桑尼亚可以信赖
的朋友和同志。中方坚定支持坦方走
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愿同
坦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更多中
国企业赴坦桑尼亚投资，扩大基础设
施建设、资源开发、农业、制造业等领
域合作。中方愿同坦方密切两国发展
战略对接，共同推进落实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成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坦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马古富力表示，坦方感谢中方在
坦桑尼亚总统大选前后给予的坚定政
治支持，高度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
杰出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多年
来，坦中关系发展良好，中方为坦方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帮助，使坦方获
益良多。坦方把中方作为重要和可信
赖的朋友，愿巩固传统友谊，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深化经贸、投资、农业、
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坦方坚定支持中
方在新疆、香港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问题上的立场，致力于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坦方愿为推进非中合作
论坛合作、非中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分别同智利总统、坦桑尼亚总统通电话

教育部“十不得”
剑指“唯论文”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教育
部了解到，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
见》，提出10个“不得”的底线要求，并要求各地各
高校组织“唯论文”问题专项整治，重点自查自纠
是否存在评价指标单一、评价使用功利、高额奖励
论文、抄袭代写论文、非法买卖论文、学风建设虚
化、学术权力异化等突出问题。

意见明确：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
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
人评文”。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
际期刊论文至上。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
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得
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
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
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不得将 SSCI、
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
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不得把SSCI、CSSCI
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
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不得将在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
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
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
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
的排行性评价。

12月15日，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30万千瓦竞价光伏项目现场，工人在进
行安装作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