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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社倡导留粤过年

司法部：

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依法减免司法鉴定费用

需共享用工岗位，可与人社部门联系
本报讯 1 月 11 日，广东省人社厅向
在粤务工人员发出倡议，
号召大家尽量留
粤过年，减少出行和聚集，合理安排工作
和生活，
尽量错峰出行不扎堆。
省人社厅提出在《倡议书》中提出，
各
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和企业将会妥善安
排好在粤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尽力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让大家在广东共度一个
暖意浓浓的新年。

同时，
省人社厅呼吁大家在春节期间
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离粤，
非必要不到中高风险地区。如必须出行，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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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疫情发
生，及时合理安排行程，并做好个人健康
防护。同时，尽量减少聚集活动，少去人
员密集的场所，
尽量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希望广大在粤务工人员根据春节期

间企业生产需要，统筹安排好工作和休
假。与企业保持沟通联系，
合理做好返岗
安排，尽量错峰出行，做到安全有序不扎
堆。
省人社厅在《倡议书》中承诺，
各级人
社部门始终陪伴在身边，
如需要咨询有关
政策，需要保障合法权益，需要共享用工
岗位就业的，
请大家与人社部门联系。
（粤仁宣）

广州从化区环卫所工会为环卫工人送姜茶

杯杯暖胃更暖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叶灿辉 通讯员
张萍萍）
“这两天的天气异常寒冷，
但这杯
热乎乎的姜茶让我的心里很温暖。”1 月
12 日上午 10 点，结束早班工作后的覃大
姐第一时间来到广州从化区街口街西宁
横街的“环卫之家”取暖。尽管覃大姐已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凛冽的寒风还
是让她瑟瑟发抖，坐下喝一口姜茶，热气
一下就传遍全身。
近日，广州迎来强降温天气，为加强
对城市美容师的关心和关爱，
从化区环卫
所工会为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热气
腾腾的红糖姜枣茶以驱寒保暖。当天早
上 7 点，环卫所工会工作人员李继森就来
到“环卫之家”，用提前准备好的红枣、生
姜、红糖等食材，开始为环卫工人悉心熬
制“姜茶”“
。这几天从化非常冷，
在这种极
端天气下，
环卫工人在凌晨就顶风冒雨在
室外劳作，为城市整洁环境默默付出，他
们的辛勤劳动值得我们敬佩，
为他们送上
一杯姜茶只是举手之劳，
应该的！”李继森
对记者说。
据悉，从化区环卫所工会为环卫工
人煮姜茶的关爱行动自去年 11 月启动，

■环卫工人喝姜茶暖身
由工会工作人员轮流，每次活动都持续
整个冬季。此前，环卫所还为环卫工人
发放了一批御寒工衣。近年来，从化区
环卫所通过“环卫之家”，为环卫工人提

叶灿辉/摄
供职工书屋、按摩椅、免费洗衣、免费理
发等场所、设施和服务，冬送暖身姜茶，
夏 送 清 凉 糖 水 ，从 多 方 面 关 爱 环 卫 工
人。

“十三五”
期间，广东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趋好

应急救援能力提升 救助成功率达 97%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通讯员
周明耀）1 月 12 日，
记者从广东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水上交通安全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十三五”期间，广东
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趋好，
事故件
数 下 降 了 25% ，死 亡 失 踪 人 数 下 降 了
12.7%。累计组织协调水上搜救行动 1964
次，
救起 15877 人，
救助成功率达 97%。
据广东海事局副局长林奎介绍：
“十
三五”期间，广东海事局狠抓水上交通安
全源头管理，强化规律研究，加大现场监
管力度，扎实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大巡察、
防范“船碰桥”等行动。广东海事局辖区
共发生死亡失踪 3-9 人的较大等级水上交

通事故 12 起，死亡失踪共 55 人，相对“十
二五”期间事故件数下降了 25%，死亡失
踪人数下降了 12.7%；辖区没有发生死亡
失踪 30 人以上的特别重大水上交通事故，
也没有发生等级以上船舶溢油事故，
广东
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中趋好。
据了解，
“ 十三五”期间，广东新成立
6 个地市搜救分中心，实现海上搜救指挥
协调机构全省覆盖。广东海事局建造了
海事系统首艘万吨级大型海巡船，
开工建
设华南地区首个国家级船员评估示范中
心，
建立粤港两地应对海上重大船舶污染
事故通报机制，全力保障深中通道、黄茅
海跨海通道等重点涉水工程建设，
实现港

珠澳大桥 9 年建设期水上“三零”目标；成
功防御“妮妲”
“山竹”等超强台风，
妥善处
置“恒辉”轮遇险，
“锦泽”轮沉没等险情事
故……累计组织协调水上搜救行动 1964
次，救起 15877 人，救助成功率达 97%（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力保障了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春运马上就要开始了，广东
水路出行将迎来高峰，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
广东海事局将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认真落实水运口岸疫情防
控等各项保畅通保平安工作，
全力为平安
春运保驾护航。

据中新网消息 近日，司法部公共法
律服务管理局印发《司法鉴定与法律援
助工作衔接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
《办法》
），就加强司法鉴定与法律援助工
作衔接，依法减免受援人司法鉴定费用
作出明确规定。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司法鉴定机构
依法减免相关费用，着力保障经济困难
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公民享有均等普惠
的司法鉴定服务。据统计，
仅 2019 年，
全
国司法鉴定机构依法办理司法鉴定案件
中涉及业务量 16000 多件。同时，山东、
浙江、重庆、广东、湖北、云南等省市及部
分地区都制定出台了司法鉴定援助或司
法鉴定与法律援助工作衔接的相关管理
制度，为保障受援人获得鉴定服务起到
了积极作用。
《办法》着眼进一步打通制度障碍，
推
动司法鉴定机构减免费用和法律援助机
构安排费用落地落实，
对加强和完善司法
鉴定与法律援助工作衔接体制机制作出
明确规定。
《办法》共十二条，主要规定了
受援人申请减免司法鉴定费用的条件、
程
序及法律援助机构、司法鉴定管理部门、
司法鉴定机构各自应当开展的工作，
司法
鉴定机构减免费用和法律援助机构安排
核报费用的方式，
明确各地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细化相关政策，
司法鉴定机构办理受
援人司法鉴定业务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对
有关人员和机构的管理和奖励措施等。
《办法》是司法行政工作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司法
鉴定公益属性的重要体现。
《办法》的出
台，对于进一步提高司法鉴定机构依法
减免费用积极性，理顺司法鉴定机构减
免费用与法律援助机构核报费用衔接机
制，着力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除夕火车票今日开售
2021 年春运普速列车也
实施电子客票
本报讯 2021 年铁路春运自 1 月 28
日开始，3 月 8 日结束，共 40 天。根据铁
路部门发布的“春运购票日历”，1 月 12
日开售年廿九（2 月 10 日）火车票，2 月 11
日除夕的火车票于 1 月 13 日开售。
针对近日全国部分地区出现新冠肺
炎疫情多点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
疫情，为配合各地政府减少人员流动、减
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疫情防控政
策的落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推出免费退票措施。
广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铁管内除广九直通车外的旅客列车均
可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
（www.12306.cn）和铁路 12306 手机客户
端发售春运火车票。与往年春运不同的
是，2021 年春运普速列车也实施电子客
票，广铁管内高铁、城际、普速列车（暂不
包括广深港跨境列车和广九直通车）全
面实施电子客票。铁路部门不再出具纸
质车票，旅客直接凭有效购票身份证件
进站乘车。
（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