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一则陕西等31省份最低工资排行的消息引起许多人围观，多省份被晒出的
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四档。其中，6个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已超过2000元大关。陕
西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是1680元，第二档是1580元，第三档是1480元，第四档是
1380元。标准实行日期是2017年5月 1日。“为什么同在一个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档
次却不同？”

释
疑

为啥会有不同档次最低工资

“从所公开的消息中看，陕
西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四档，实
际上就是分为四类工资区，不同
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

准，比如陕西一类工资区覆盖16
个区县，分布在西安、咸阳、榆林
等地，去年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
准从2017年5月1日起执行。”从

事劳动争议案件的刘律师对相
关政策了如指掌，他说，根据《最
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一
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
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
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张晟源）10月
11日，由省委网信办、陕西日报
社主办，陕西省新媒体联合会、
陕西传媒网承办的陕西网络名
人座谈会暨“绿色发展看陕南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网
络名人陕南行活动在西安举办。

省委网信办主任鲍永能表
示，希望参与活动的网络名人把
笔尖和镜头对准普通群众、对准
基层一线，从实践中挖掘新亮
点、从“微故事”中展现大气象，
多出精品力作，把陕南绿色发展
的故事讲好、讲活、讲生动，把陕

西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讲精彩、
传出去，让网民看得进、愿点赞、
爱转发。

据悉，自10月15日起，20多
位陕西网络名人将组成采访团，
走进安康、汉中、商洛3市。活动
将围绕“一市一村”改革印记、“绿
色崛起协调发展”和“送一江清
水看生态保护”三大主题展开，
通过H5、小视频等多种新媒体传
播手段，借助网络名人的传播效
应，充分展现陕南在脱贫攻坚、绿
色发展等领域的新成就。

跟着网络名人看陕南绿色发展
陕西网络名人座谈会举办

省委网信办主任鲍永能为参与活动的网络名人代表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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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多年来，她无
数次用扁担挑着衣物翻山越岭，
送给山区的贫困孩子和老人，又
把一个个山区孩子的上学梦想

“挑”出大山——广西百色“扁担
姐”麦琼方以她朴素而真挚的爱
温暖人心、感动世界。

39年前，麦琼方19岁，是广
西百色市人民医院洗衣房的一名
勤杂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来
到一个深山村寨，老人小孩艰难
的生活让她内心很受触动。之
后，她经常收集一些旧衣物，购买
一些食物，打包后送进山里。因
为交通闭塞，她常常只能搭车到
半路，用扁担挑东西进村。

“别人需要帮助，我就去帮

一点，能帮到别人我很快乐。”几
十年下来，麦琼方挑坏了 18根
扁担，送进山的旧衣物有几十
吨，人们亲切地叫她“扁担姐”。
她的足迹延伸到田林、右江区、
凌云、隆林、巴马等县区的数十
个偏远村屯。

这根扁担，还“挑”起了山里
娃的上学梦。遇到孤儿或家庭
贫困的失学儿童，麦琼方总会想
方设法帮助他们上学，或者干脆
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和自己的
孩子一起养着。

麦琼方的家位于百色市的
老旧小区，86平米的房子数十年
间先后住过上百人，有孩子也有
孤寡老人。麦琼方家最多的物

品是床、被褥和碗筷。“大门钥匙
有几十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
换锁，都为孩子们留着，什么时
候这都是他们的家。”麦琼方说。

2005年，麦琼方的丈夫意外
去世，她觉得天都塌了。看到满
屋子的孩子和老人，麦琼方知道
自己不能倒下。为了维持一家生
计，麦琼方甚至打起了三份工。

这些年来，麦琼方收养、资助
的孩子，先后有80多人成为大学
生，有的考上了清华、北大等名校。

麦琼方的义举影响着人们，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聚拢在一

起。麦琼方专门建了一个微信
群，下乡前在群里喊一声，大家有
人出人、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很
多外地爱心人士寄来衣物，菜市
场的摊贩也给她“最优价格”。

让麦琼方欣慰的是，她养育
的很多孩子都热心公益，也组建
起爱心网络开展各种扶贫活动。
她养育的孤儿黄俊，高中毕业后
入伍当兵，为救掉进冰窟窿的两
个小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麦琼方家的墙壁上，一张张
爱心纸条满满地写着孩子们对
她的祝福。

根据去年调整的陕西省最
低工资标准，一类工资区全日制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680元，非
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6.8元。适用范围包括西安市
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未央
区、雁塔区、灞桥区、阎良区，咸
阳市秦都区、渭城区，杨凌示范
区，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区、定边

县、靖边县等。
二类工资全日制月最低工

资标准为 1580元，非全日制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5.8元。西
安市长安区、临潼区、高陵区，宝
鸡市金台区、陈仓区、渭滨区、凤
县，铜川市王益区，汉中市汉台
区、南郑区，榆林市米脂县、子洲
县、绥德县、吴堡县、佳县、清涧

县，渭南市临渭区、华阴市、大荔
县、潼关县，咸阳市泾阳县、三原
县、彬州市、兴平市、乾县、武功
县、礼泉县，延安市宝塔区、安塞
区、洛川县、志丹县、黄陵县、甘
泉县、子长县、吴起县，韩城市。

三类工资区为1480元，非全
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4.8
元。包括西安市周至县，安康市

汉滨区、旬阳县，咸阳市淳化县、
永寿县、旬邑县、长武县，汉中市
西乡县、城固县等34个区县。

四类工资区为1380元，非全
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3.8
元。包括西安市蓝田县，安康市石
泉县、汉阴县、宁陕县、平利县以及
铜川市、汉中市、宝鸡市、商洛市部
分县区。 本报记者张维

看看你的工作地属哪个工资区划
分

高陵区携手建行
打造“劳动者港湾”

本报讯（郭静韩乐记者高峰）一
线工作人员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10月11
日上午，高陵区总工会“爱心驿站”和建
行高陵区支行“劳动者港湾”联建共享
揭牌亮相，全区首批7个建行网点同步
开放，都将成为劳动者的休息驿站、温
暖之家。

走进“爱心驿站”和“劳动者港
湾”，记者发现，这里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空间，有明显的标识，有专门的爱心
座椅，提供免费饮水机、开放卫生间、
饭菜加热等，雨伞、便民箱、老花镜、
WiFi、点验钞机、手机充电器、冰箱等
一应俱全，还配备了婴儿推车、轮
椅等。

“以前除了要办业务，银行这些场
所我们都不大好意思进去，现在‘劳动
者港湾’，让我们感受到了尊重”。环卫
工王小荣告诉记者，她从事环卫工作已
经14个年头了，负责城区路面清扫保
洁工作。据了解，“劳动者港湾”建成试
运营一个月来，高陵建行7个营业网点
为户外劳动者累计提供服务约2000余
人次。下一步，高陵区总工会和建行高
陵支行将继续秉成“开放共享，责任担
当”理念，积极打造“服务大众，促进民
生”品牌形象，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开
放更多服务资源，让户外劳动者们“触
手可及”。

我省启动世界标准日
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和平）10月 14日是
第49届“世界标准日”，由省质监局主
办，西安市质监局承办的2018年“世界
标准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10月11日
在西安启动。

本届世界标准日我省主题为“标准
推动质量提升”，召开世界标准日宣传
会议，主要目的是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的决策部署，吹响标准推
动质量提升“冲锋号”，凝聚共识，汇集
众智，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运用标准化的理念和方法推动我省质
量强省战略实施。

我省今年已下发
22.82亿元就业补助金

本报讯（记者王嘉）近日，省财政
厅会同省人社厅下拨第二批就业补助
资金4.42亿元，加上先前拨付的18.4亿
元，共下达 2018 年度就业补助资金
22.82亿元，支持各地实施积极的就业
政策，重点向就业扶贫、高校毕业生就
业等方面倾斜，为全省就业形势稳定提
供资金保障，确保落实省委提出的深度
贫困县年度资金增长率达10%以上的
要求。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50多万人享
受了就业扶贫、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
技能鉴定、求职创业、就业见习补贴等
就业创业政策扶持。同时，继续加大对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返乡创业示范园以
及高技能实训基地、大师工作室建设方
面的投入力度。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财政、人社部
门对 2017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执
行、安排、分配、使用和绩效目标完成等
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为下一步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构建各市区
就业工作评价结果与资金安排挂钩的
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

31省份最低工资排名出炉陕西工资标准按区域分四档

看看你属哪个工资区

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弘扬弘扬

“扁担姐”麦琼方：爱与责任一肩挑

小时最低工资北京最高24元

所公开的陕西等31省份最
低工资列表中，月最低工资标准
超过 2000元大关的有上海、广

东、北京、天津、江苏、浙江6个省
份，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
到2420元，排名全国第一。

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的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超过20元大关。对于陕

西而言，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
档是16.8元，第二档是15.8元，第
三档是14.8元，第四档是13.8元。

哪
最
高

昨日一则陕西等31省份最低工资排行的消息引起许多人围观，多省份被晒出的
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四档。其中，6个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已超过2000元大关。陕
西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是1680元，第二档是1580元，第三档是1480元，第四档是
1380元。标准实行日期是2017年5月 1日。“为什么同在一个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档
次却不同？”

释
疑

为啥会有不同档次最低工资

“从所公开的消息中看，陕
西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四档，实
际上就是分为四类工资区，不同
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

准，比如陕西一类工资区覆盖16
个区县，分布在西安、咸阳、榆林
等地，去年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
准从2017年5月1日起执行。”从

事劳动争议案件的刘律师对相
关政策了如指掌，他说，根据《最
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一
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
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
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张晟源）10月
11日，由省委网信办、陕西日报
社主办，陕西省新媒体联合会、
陕西传媒网承办的陕西网络名
人座谈会暨“绿色发展看陕南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网
络名人陕南行活动在西安举办。

省委网信办主任鲍永能表
示，希望参与活动的网络名人把
笔尖和镜头对准普通群众、对准
基层一线，从实践中挖掘新亮
点、从“微故事”中展现大气象，
多出精品力作，把陕南绿色发展
的故事讲好、讲活、讲生动，把陕

西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讲精彩、
传出去，让网民看得进、愿点赞、
爱转发。

据悉，自10月15日起，20多
位陕西网络名人将组成采访团，
走进安康、汉中、商洛3市。活动
将围绕“一市一村”改革印记、“绿
色崛起协调发展”和“送一江清
水看生态保护”三大主题展开，
通过H5、小视频等多种新媒体传
播手段，借助网络名人的传播效
应，充分展现陕南在脱贫攻坚、绿
色发展等领域的新成就。

跟着网络名人看陕南绿色发展
陕西网络名人座谈会举办

省委网信办主任鲍永能为参与活动的网络名人代表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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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多年来，她无
数次用扁担挑着衣物翻山越岭，
送给山区的贫困孩子和老人，又
把一个个山区孩子的上学梦想

“挑”出大山——广西百色“扁担
姐”麦琼方以她朴素而真挚的爱
温暖人心、感动世界。

39年前，麦琼方19岁，是广
西百色市人民医院洗衣房的一名
勤杂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来
到一个深山村寨，老人小孩艰难
的生活让她内心很受触动。之
后，她经常收集一些旧衣物，购买
一些食物，打包后送进山里。因
为交通闭塞，她常常只能搭车到
半路，用扁担挑东西进村。

“别人需要帮助，我就去帮

一点，能帮到别人我很快乐。”几
十年下来，麦琼方挑坏了 18根
扁担，送进山的旧衣物有几十
吨，人们亲切地叫她“扁担姐”。
她的足迹延伸到田林、右江区、
凌云、隆林、巴马等县区的数十
个偏远村屯。

这根扁担，还“挑”起了山里
娃的上学梦。遇到孤儿或家庭
贫困的失学儿童，麦琼方总会想
方设法帮助他们上学，或者干脆
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和自己的
孩子一起养着。

麦琼方的家位于百色市的
老旧小区，86平米的房子数十年
间先后住过上百人，有孩子也有
孤寡老人。麦琼方家最多的物

品是床、被褥和碗筷。“大门钥匙
有几十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
换锁，都为孩子们留着，什么时
候这都是他们的家。”麦琼方说。

2005年，麦琼方的丈夫意外
去世，她觉得天都塌了。看到满
屋子的孩子和老人，麦琼方知道
自己不能倒下。为了维持一家生
计，麦琼方甚至打起了三份工。

这些年来，麦琼方收养、资助
的孩子，先后有80多人成为大学
生，有的考上了清华、北大等名校。

麦琼方的义举影响着人们，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聚拢在一

起。麦琼方专门建了一个微信
群，下乡前在群里喊一声，大家有
人出人、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很
多外地爱心人士寄来衣物，菜市
场的摊贩也给她“最优价格”。

让麦琼方欣慰的是，她养育
的很多孩子都热心公益，也组建
起爱心网络开展各种扶贫活动。
她养育的孤儿黄俊，高中毕业后
入伍当兵，为救掉进冰窟窿的两
个小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麦琼方家的墙壁上，一张张
爱心纸条满满地写着孩子们对
她的祝福。

根据去年调整的陕西省最
低工资标准，一类工资区全日制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680元，非
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6.8元。适用范围包括西安市
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未央
区、雁塔区、灞桥区、阎良区，咸
阳市秦都区、渭城区，杨凌示范
区，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区、定边

县、靖边县等。
二类工资全日制月最低工

资标准为 1580元，非全日制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5.8元。西
安市长安区、临潼区、高陵区，宝
鸡市金台区、陈仓区、渭滨区、凤
县，铜川市王益区，汉中市汉台
区、南郑区，榆林市米脂县、子洲
县、绥德县、吴堡县、佳县、清涧

县，渭南市临渭区、华阴市、大荔
县、潼关县，咸阳市泾阳县、三原
县、彬州市、兴平市、乾县、武功
县、礼泉县，延安市宝塔区、安塞
区、洛川县、志丹县、黄陵县、甘
泉县、子长县、吴起县，韩城市。

三类工资区为1480元，非全
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4.8
元。包括西安市周至县，安康市

汉滨区、旬阳县，咸阳市淳化县、
永寿县、旬邑县、长武县，汉中市
西乡县、城固县等34个区县。

四类工资区为1380元，非全
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3.8
元。包括西安市蓝田县，安康市石
泉县、汉阴县、宁陕县、平利县以及
铜川市、汉中市、宝鸡市、商洛市部
分县区。 本报记者张维

看看你的工作地属哪个工资区划
分

高陵区携手建行
打造“劳动者港湾”

本报讯（郭静韩乐记者高峰）一
线工作人员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10月11
日上午，高陵区总工会“爱心驿站”和建
行高陵区支行“劳动者港湾”联建共享
揭牌亮相，全区首批7个建行网点同步
开放，都将成为劳动者的休息驿站、温
暖之家。

走进“爱心驿站”和“劳动者港
湾”，记者发现，这里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空间，有明显的标识，有专门的爱心
座椅，提供免费饮水机、开放卫生间、
饭菜加热等，雨伞、便民箱、老花镜、
WiFi、点验钞机、手机充电器、冰箱等
一应俱全，还配备了婴儿推车、轮
椅等。

“以前除了要办业务，银行这些场
所我们都不大好意思进去，现在‘劳动
者港湾’，让我们感受到了尊重”。环卫
工王小荣告诉记者，她从事环卫工作已
经14个年头了，负责城区路面清扫保
洁工作。据了解，“劳动者港湾”建成试
运营一个月来，高陵建行7个营业网点
为户外劳动者累计提供服务约2000余
人次。下一步，高陵区总工会和建行高
陵支行将继续秉成“开放共享，责任担
当”理念，积极打造“服务大众，促进民
生”品牌形象，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开
放更多服务资源，让户外劳动者们“触
手可及”。

我省启动世界标准日
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和平）10月 14日是
第49届“世界标准日”，由省质监局主
办，西安市质监局承办的2018年“世界
标准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10月11日
在西安启动。

本届世界标准日我省主题为“标准
推动质量提升”，召开世界标准日宣传
会议，主要目的是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的决策部署，吹响标准推
动质量提升“冲锋号”，凝聚共识，汇集
众智，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运用标准化的理念和方法推动我省质
量强省战略实施。

我省今年已下发
22.82亿元就业补助金

本报讯（记者王嘉）近日，省财政
厅会同省人社厅下拨第二批就业补助
资金4.42亿元，加上先前拨付的18.4亿
元，共下达 2018 年度就业补助资金
22.82亿元，支持各地实施积极的就业
政策，重点向就业扶贫、高校毕业生就
业等方面倾斜，为全省就业形势稳定提
供资金保障，确保落实省委提出的深度
贫困县年度资金增长率达10%以上的
要求。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50多万人享
受了就业扶贫、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
技能鉴定、求职创业、就业见习补贴等
就业创业政策扶持。同时，继续加大对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返乡创业示范园以
及高技能实训基地、大师工作室建设方
面的投入力度。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财政、人社部
门对 2017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执
行、安排、分配、使用和绩效目标完成等
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为下一步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构建各市区
就业工作评价结果与资金安排挂钩的
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

31省份最低工资排名出炉陕西工资标准按区域分四档

看看你属哪个工资区

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弘扬弘扬

“扁担姐”麦琼方：爱与责任一肩挑

小时最低工资北京最高24元

所公开的陕西等31省份最
低工资列表中，月最低工资标准
超过 2000元大关的有上海、广

东、北京、天津、江苏、浙江6个省
份，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
到2420元，排名全国第一。

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的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超过20元大关。对于陕

西而言，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
档是16.8元，第二档是15.8元，第
三档是14.8元，第四档是13.8元。

哪
最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