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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用工企业守法诚信情况会被明确等级
本报讯（记者 周越）日前，记者从西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区历时 5 个
月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劳动保障监察书面
审查和企业守法诚信等级评价，以提高用人
单位守法诚信意识，督促用人单位自觉遵守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履行守法诚信义务，营造
全社会守法诚信的良好氛围。截至 8 月 26
日，共审查劳动用工单位 91 家，涉及劳动者

仁和区户外广告审批
变“坐等审批”为“上门服务”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南 桢 特 约 通 讯
员 何光军）日前，记者从仁和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获悉，该局创新工作方式，变“坐等
审批”为“上门服务”，在主城区范围内强力
规范商招店牌、户外广告的设置，为营造整
洁、优美的市容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
为从源头上遏制广告乱设现象，仁和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部门的工作人
员主动上门宣传，给未办理广告审批手续
的商家发送《户外广告审批办事指南》和广
告效果图制作样本，并耐心细致做好宣传
解释工作，使商家能快速、准确掌握户外广
告审批流程、所需材料及设置要求等，既有
效防止了广告乱设现象，又方便了办事群
众，避免来回跑。对辖区内新建楼盘的广
告设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部门
提前介入，主动上门与新建小区的开发商、
物管、商家等加强协调沟通，结合各楼盘的
建筑风格及特点，因地制宜提出广告设计
意见、建议，有效防止了商家未经审批违规
设置，大力提升仁和区良好的城市形象。
针对在规范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窗口部门变“坐等
审批”为“上门服务”，采取现场勘查、现场
指导、现场办公，对符合广告设置要求且资
料齐全的，当场办理《户外广告设置许可
证》，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现场给予指导，重
新设计。
截至目前，仁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窗
口共接待来人来电业务咨询 200 余人次，
开展上门宣传 30 余次，发送宣传资料 400
余份，上门服务 20 余次，办理户外广告及商
招店招审批 90 余件，办结率达 100%，实现
了服务商家
“零距离”
。

3137 人。
此次书面审查的对象包括有劳动用工的
机关事业单位，各类用工企业，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和劳务派遣单位等；审查
的内容主要涉及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保障管
理规章制度及职工名册、劳动合同签订、工资
支付、
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参加社会保险、
遵守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等 10 个方面。审查

时间自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分自查申报与初
步审查、
审查复核与监督检查和等级评价及结
果公示三个阶段。
根据书面审查的情况，结合日常巡查检
查、举报投诉查处、专项检查和其他相关工作
获取的用工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记录等信
息，按照《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
法》的相关规定，该局对用工企业遵守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 A、B、C 三个等级评价
（A 为诚信单位、B 为合格单位、C 为失信单
位）；评价结果征求相关部门单位的意见后，
将面向社会公布，同时将结果记入用工企业
劳动保障诚信档案；对审查不合格的用工企
业将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整改指令
书，实行跟踪监察，督促整改，对拒不整改的
用工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转包 未付材料款由谁支付？
原告梁栋、被告苟纹珲均不持异议，本院依
法予以确认。
作为实际施工人，被告苟纹珲以被告建
2013 年 7 月 23 日，被告建设公司与被
设公司名义承包案涉工程而发生的本案债
务，被告建设公司、苟纹珲依法应共同承担
告苟纹珲签订了攀建工〔2013〕合字第 6 号
〔分歧〕
《内部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建设公司将其承
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被告苟纹珲、建设公
建的军干所工程交由被告苟纹珲实际组织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建设公司与原告梁 司经催要至今仍未支付拖欠的电线、电缆、
施工；2013 年 12 月 18 日，被告建设公司与 栋没有合同关系，与被告苟纹珲的欠款无 桥架等材料款，有违诚信，依法应承担相应
被告苟纹珲签订了攀建工〔2013〕合字第 11 关。被告苟纹珲仅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 的民事责任。原告梁栋要求支付拖欠的电
号《内部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建设公司将其 人，其未经被告建设公司授权而向原告梁栋 线、电缆、桥架等材料款 466989 元，并按 6%
承建的三十六中工程交由被告苟纹珲实际 购买电线、电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只应 支付从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拖欠的货款付清
组织施工。
由被告苟纹珲承担。因此，原告主张的债务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等诉讼请求，合法有
被告苟纹珲承包上述工程，并按工程造 只应由被告苟纹珲承担，被告建设公司不应 据，依法应予支持。
价的 2.5%～3%向被告建设公司缴纳管理 承担责任。
被告苟纹珲提出其不应支付欠款及利
费。在上述工程施工期间，原告梁栋与被告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建设公司将工程 息等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且有违常理，本院
苟纹珲自愿达成了买卖电线、电缆、桥架等 违法转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被告 不予采纳；被告建设公司提出其与原告梁栋
材料的口头协议，即原告梁栋按双方约定向 苟纹珲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行为 没有签订合同、其与被告苟纹珲欠款无关以
被告苟纹珲实际负责施工的上述工程供应 后果依法应由被告建设公司承担。被告苟 及应驳回原告梁栋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等
电线、电缆、桥架等材料。
纹珲所购电线、电缆等建材也用于案涉工 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
2017 年 8 月 31 日，被告苟纹珲以三十 程。因此，被告建设公司对实际施工人苟纹 得到支持。
六中工程项目施工内部负责人的名义向被 珲因案涉工程发生的债务应共同承担责任。
综上，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1、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苟
告建设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委托被告建
设公司向原告梁栋的妻子蒲翠荣支付电缆
纹珲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向梁栋
〔评析〕
材料款 50000 元。次日，被告建设公司向原
支付电线、电缆、桥架等材料款 466989 元，
告梁栋的妻子蒲翠荣银行账户转款 50000
并按年利率 6%支付自 2017 年 11 月 7 日起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元。除已支付部分货款外，被告苟纹珲负责
被告建设公司将其承建的三十六中工程、 至拖欠的材料款 466989 元付清时止的资金
施工的上述工程仍欠付原告梁栋电线、电 军干所工程等以内部承包的形式交由被告苟 占用利息；2、案件受理费 8320 元，减半收取
缆、桥架等材料款。
纹珲组织施工，
双方因上述工程均分别签订了 计 4160 元，由苟纹珲、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
2017 年 11 月 6 日，原告梁栋、被告苟纹 《内部承包合同》。被告苟纹珲以被告建设公 责任公司负担。
珲经结算签订了一份《结算单》，其上主要载 司的名义组织施工，并按约缴纳管理费。因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
明三十六中工程尚欠原告梁栋电线、电缆、 此，
庭 杨定涛）
被告苟纹珲为上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桥架货款 361260 元；同日，原告梁栋、被告
上述工程施工期间，原告梁栋按约分别
苟纹珲经结算又签订了一份《结算单》，主要 向案涉工程供应电线、电缆、桥架等材料，双
载明军干所工程尚欠原告梁栋电线、电缆等 方实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苟纹珲除
货款 105729 元。上述工程项目尚欠付原告 支付部分货款外，至今尚欠原告梁栋电线、
梁栋电线、电缆、桥架等材料款共计 466989 电缆、桥架等材料款 466989 元。对此债务，

〔案情〕

元。之后，被告建设公司、苟纹珲未支付拖
欠电线、电缆及桥架等材料款，原、被告双方
由此酿成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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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林业局全面推进涉企
行政许可信息归集工作
本报讯（罗晓梅 记者 李刚）为确保全市林业部门
进行许可事项事中事后衔接监管，保障其他行业管理部
门和社会各界实现信息共享共用、联合惩戒，攀枝花市林
业局根据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工作方案，对涉林企业
（个体工商户）行政许可数据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
据了解，本次涉企行政许可信息归集工作系依托公
示系统，使用已有的“四川省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及监管
协作平台”，建立完整、责任明确、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
全面、及时、准确地将各县（区）、市级各相关部门产生的
企业信息统一归集于企业名下，依法向社会公示。实现
共享共用、联合惩戒，促进协同监管和信用约束。期间，
市林业局在“四川省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及监管协作平
台”，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将企业信息
按照《攀枝花市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
施方案》要求，进行归集到对应的企业（含农民专业合作
社、个体工商户）名下，并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及时性负责。
截至目前，市林业局归集和补录了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林业涉企行政许可信息 165 条，涉及企业（个
体工商户）56 户，内容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市林业局
本级办理的占用林地、
“ 三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
经营利用及林业植物检疫等三类 5 项行政许可事项及相
关信息。

西区信访局

真诚解民忧 民工送锦旗
本报讯（黄会 记者 周越）9 月 4 日，攀枝花市鼎能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农民工代表甘先生将印有“真诚服务
百姓 真情温暖人心”的锦旗送至西区信访局，对西区信
访局真诚、耐心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表示感谢。
据西区信访局负责人介绍，甘先生等 6 人于 8 月 30 日
下午到局里来反映“攀枝花市鼎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
欠农民工薪款 20 余万，涉及 40 余人”信访事项。西区信
访局受理群众来访后，一方面真诚、耐心、细致的做思想
工作，安抚来访群众情绪，打开心结；另一方面，当面认真
了解案情，深入调查情况，联系相关部门和涉事企业召开
工作协调会，研究解决办法。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圆满解
决该信访事项，
信访群众表示十分满意。
甘先生说：
“他们真诚、热心、细致，我们很受感动，为
表示感谢，就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送来。”
该局负责人表示，甘先生送来的锦旗，对全局上下既
是鼓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西区信访局将进一
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为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