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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频现农民工“讨薪潮”，清欠尚需加大力度
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

薪潮#$新华社多路记者近日赴辽宁%

山西%河南等地采访了解到!由于经

济增速下行%房地产市场遇冷!中西

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正成为当前讨薪

矛盾多发地区$

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

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为何

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

年年难#'

记者采访发现! 与往年相似!今

年农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产等工

程建设领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

中小城市成为当前讨薪的"重灾区)$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

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农民工的重

要输入地$与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

度都比较完备的大城市相比! 中小型

城市尚未构建起规范% 完善的监管制

度!所以农民工欠薪问题骤然增多$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

实际运行中!个人承包却大行其道$

山西省长治市总工会副主席李

燕说!建筑施工领域工程转包%分包

现象普遍!致使债权关系复杂$"由于

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

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

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

同! 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

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

成工资拖欠$)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欠薪问题

往往盘根错节! 更让农民工无奈的

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

是基层政府$

!"#$

年!"恶意欠薪) 被写入刑

法修正案!但入刑打击"恶意欠薪)的

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 !

!%$&

年全国

各地移送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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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恶意欠薪案

件中!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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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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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地法

院审结仅
*&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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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 !

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

移送了
$+$'

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的犯罪案件 ! 公安机关立案
()*

件!占总移送案件的
**,

!一审法院

审结
**&

件!占总移送案件的
&!,

$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认为!劳动

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

击欠薪犯罪的效果$

"到法院起诉周期很长! 即便法

院判决农民工胜诉!很多时候也面临

着难以执行或拿不到钱的结局$)沈

阳一位负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工作

人员说!对于讨薪农民工来说!赢了

官司拿不到钱!只意味着又白花了诉

讼费$

相比起法制监管"不到位)!农民

工对讨薪过程中各部门互相推诿的

冷漠更为痛心$记者采访发现!在多

数县市! 工资清欠分散在劳动监察%

信访%工会%公安%建委等多个部门!

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据悉! 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

已有许多防止欠薪的规章办法! 但

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 效果大打

折扣$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刘亚臣认为!

现行的建筑业合同将工人工资混杂

在工程款中! 容易造成建筑商对工

资款的侵占和挪用$ 他建议! 将工

资款单列! 不允许改作他用! 开发

单位和建筑商应当在主管部门的监

督下设立专门账户$ 以这种方式保

证农民工工资月清月结! 防止事后

追讨难$

刘亚臣认为!农民工欠薪问题能

否解决得好!关键还在于各地政府部

门积极作为!真正关心和切实解决百

姓冷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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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河 水
&江河水'是一部长达七十三万言的鸿篇巨制$他以

东江港的改革为主线$以一起文物走私商业间谍案为副

线$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呼唤着

时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英雄情结% 整部作品构思缜密$

气势恢宏%全书以名曲(江河水)穿插其间$犹如一部感

人至深的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沉船*开工*抗命*起

飞$由于篇幅所限$特选取第四部+起飞)以飨读者%

长
篇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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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平台”与代表互动
!以前总觉得检察院办案很

神秘" 通过参加这次听证会" 近

距离了解了检察机关的办案流

程" 应该说" 在公开# 透明和公

正上" 我还是信服的$% 说这番

话的是案件当事人常某$ 因为常

某不服我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我院在不久前专门组织召开了听

证会$

!%#)

年
*

月
!#

日" 王某驾

驶普通客车与在路边骑自行车的

常某的父亲相撞" 致常某父亲当

场死亡$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

办案人员经审查" 认为王某的犯

罪情节轻微" 又进行了赔偿" 可

以免予刑事处罚" 遂对王某作出

不起诉决定$ 父亲都被撞死了"

怎么还是犯罪情节轻微呢& 常某

对决定不服'

我院受理常某的申诉后" 为

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化解

矛盾" 决定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律

师# 人民监督员等
#)

人' 在听证会上"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对案情

和所适用法律进行说明" 复查人员对复查情况进行通报" 在主持人

的引导下" 双方当事人还对证据进行质证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听证员经过评议后" 认为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应当予以维持' 听证会后常某表

示" 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心服口服'

!%#)

年以来" 我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 通过公开审查平

台" 邀请各方力量" 对案件进行把脉问诊" 让案件在 !阳光% 下办

理" 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 化解矛盾"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与此同时" 我院坚持建立五个平台" 架起与人大代表沟通的桥

梁' 日常联络平台" 即定期向代表发放 (唐河检察) 内部刊物" 介

绍我院亮点工作" 展现检察工作成果" 通报检察工作情况" 让代表

委员充分了解检察工作* 工作报告平台" 即注重工作报告的规范

化+ 常态化" 做到全面工作定期报告# 重要工作专题报告# 人事任

免事前报告# 代表关注问题随时报告的报告制度" 共向人大代表作

人民监督员# 侦监公诉# 控告申诉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报告
+

次* 检务公开平台" 坚持 !请进来" 走出去% 的模式" 邀请代表来

院视察" 向代表汇报检察机关重大工作部署" 为检察工作发展争取

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微信微博短信交流平台" 定期向全县
&-%

余名

人大代表和
!+%

名政协委员发送" 在开展的 !举报宣传周% !一改

双优% 启动仪式等主题活动中" 邀请当地人大代表亲临现场" 体验

检察干警的工作成效" 提出意见# 建议* 意见办理平台" 即设立人

大代表联络室作为与人大代表联络的专门机构" 统一受理# 协调督

办# 反馈人大机关转交的事项和人大代表的议案# 批评# 意见# 建

议" 要求必须在
#

个月内办理" 并采用书面函# 电话答复# 当面答

复三种形式" 及时向代表逐一反馈结果" 共办理人大代表转交的案

事件
*

件次'

!检察院搭建的五个平台" 让我们随时都能了解到检察工作的

开展情况%' 在听证会上" 河南省十二届人大代表# 河南油田亚盛

电器公司总经理林素琴说'

!作者为河南省唐河县检察院检察长"

本栏目由&声音周刊'与

&人民监督'专刊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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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宣告是有益探索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

检察机关因其职能所限"与公安#法院

以及行政执法部门打交道多"相对与基层群

众联系少#接触少"导致许多群众对检察职

能一知半解"这势必影响检察机关在群众中

的执法公信力'

受传统办案模式影响" 检察机关终结

性宣告和决定性法律文书多以送达通知 #

文件的形式进行" 忽略了公众及当事人的

知情权# 表达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极不

利于矛盾化解和定分止争 " 往往会出现

!案结事未了% 的局面" 这就为社会和谐埋下了隐患'

山东省检察机关遵循公开与保密兼顾的原则"对有较大社会影

响或者存在较大争议等类型的案件"在进行必要性判断和风险评估

的基础上"公开宣告检察决定"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公开进行释法说

理" 这项举措是我国目前特定的法治背景下检务公开的有益探索'

它对于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倒逼检察人员专业素养和职业道

德的提升"促进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进而实现息诉罢访和

社会矛盾的化解"进一步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河北临西：

“融媒体”打造联络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马士江 王凤荣" 如何不断创新完善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河北省临西县检察院在运用网络
..

%微

博和微信推送等联络方式的同时!兼顾代表委员自身的特点!量身打

造联络方式!赢得该县代表委员好评$

据该院检察长王安华介绍! 由于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年

龄%文化水平%农村城镇%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代表委员的联络

工作不可能采取整齐划一的模式$比如!该县政协委员%大刘庄乡纪庄

村刘明贵是位
+"

多岁的民间艺人$老人习惯通过阅读*检察动态联络

专刊+来了解检察工作!并从中挖掘创作灵感!把检察工作通过说唱形

式进行宣传$然而!该院最初推行微博%微信等联络方式后!一度忽略

了专刊的宣传形式!使老人在了解检察工作方面很不方便$为此!该院

马上改进工作方式!推出&融媒体)联络模式!融合新老宣传形式$

河北省人大代表%东留善固村党委书记吕廷祥平时工作非常忙!

经常没有时间阅读微博%微信等!检察院发送的手机短信也常常因为

淹没在垃圾短信之中而被误删$该院&融媒体)联络模式推行后!吕延

祥表示,&-融媒体.这种新联络方式真是兼顾得太周到了/ )他说!自

己首先会通过阅读*检察动态联络专刊+了解检察工作!如果需要查

看音频%视频等资料!再根据专刊提供的线索到微博微信中查看!然

后通过微博或微信单向快捷地向检察院反馈意见建议$

据统计!该院&融媒体)实施以来!代表委员对检察工作反馈率较

以前提高了
&',

$

检察宣告让当事人明明白白
一年来，山东检察机关对2247起案件进行公开宣告，2650余位代表委员现场监督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时立军

设立
--*

个检察宣告室 !

对
!!)+

起案件进行公开宣告!

!-*"

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等应邀全程参与 !

当事人及家属和各界人士
&/&

万余人参加旁听! 所有宣告的

案件无一起引发矛盾激化 !无

一名当事人提出申诉000这是

山东省检察机关全面推进 &检

察宣告) 工作一年多来收获的

累累硕果$

&这项工作充分满足了群

众特别是当事人的知情权 %参

与权和监督权! 让他们对所涉

及案件的处置过程和最终结果

明明白白!从而真正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

#

月
#!

日!山东省

检察院检察长吴鹏飞对记者说
0

检察宣告让检察机关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出现在山东人民面

前!它不仅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更成为检察机关推进依法治省

工作的亮丽名片$

+公开宣告)揭开检察

机关的+神秘)标签

数九隆冬 !鲁西北平原寒

气逼人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

检察院的检察宣告室内 !检察

官正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被

告人李志新进行不起诉决定公

开宣告 $ 公安人员现场质证 %

检察官释法说理 !被害人陈述

诉求11有条不紊的法律程

序! 让现场观摩监督的全国人

大代表% 德州宝丽洁公司董事

长焦文玉切身感受到了法治的

温度$

"什么是法治'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法治样本$ 德城区检察

院能通过公开宣告! 对这起故

意伤害案现场作出法律决定 %

现场化解矛盾%现场释法教育!

真是一举三得! 可以说是既有

执法力度 ! 又体现了以人为

本 $)焦文玉认为 !检察工作与

公安%法院等执法部门联系多!

与群众联系相对较少! 社会上

还有很多群众不知道检察机关

的职能!而公开宣告活动!为社

会公众掀开了检察机关的 "神

秘面纱)$

和焦文玉有同样感受的还

有旁听席上的市民孙洪卫 !他

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总认为检

察院就是打击贪官污吏的 !没

想到它的职能有这么多! 这项

活动让我既长见识
0

又长知识!

对检察机关也更加信任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检

察机关对因不构成犯罪作出的

不批准逮捕决定!绝对不起诉%

相对不起诉决定等! 要依法向

社会作出检察宣告$

但长期以来! 受传统办案

模式影响! 检察机关对不起诉

等结论性决定的宣布都处于

"告而不宣)的状态!场所封闭!

程序随意! 当事人缺乏对执法

过程的参与和感知! 自始至终

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这不同

程度地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司法

公信力$

!%$)

年初春! 山东省检察

院要求在该省检察机关开展检

察宣告工作! 明确要求山东省

检察机关对存在较大争议或有

较大社会影响!拟作出不批捕%

不起诉等终结性检察决定的十

余类情况! 在做好风险评估基

础上! 邀请案件代理人% 辩护

人% 当事人家属及人大代表等

参加!集中进行宣告$

+聚光灯下)的司法更规范

检察宣告对司法办案带来

了什么影响呢' 记者走访了在

山东省最早推行检察宣告制度

的滨州市检察院$ 该院检察长

邵汝卿告诉记者,"检察宣告仪

式将宣告决定的过程置于 -聚

光灯.下!程序比以往更加严谨

细致!在此背景下!推进司法规

范化是必然结果$)

邵汝卿所说的 "聚光灯)指

的是群众%媒体等社会各界的监

督$

!%$)

年秋季!滨州市无棣县

某村
!%

多名群众到该县检察院

状告村干部贪污国家小麦补贴

款$该院通过初查后发现!村干

部并无贪污挪用行为!出现问题

的原因是村民上报麦田种植数

和实际种植数不符!镇里在发放

补贴时!按实际数发放了补贴
0

却

没有向群众说明$情况明确后
0

办

案检察官在距离该村最近的派

驻检察室举行检察宣告仪式!公

开相关账目! 逐一解答群众疑

问!最终消除了村民的误解$

山东省检察院案管中心主

任丁西超认为!检察宣告更像一

种规范司法的倒逼机制$宣告活

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下%媒体的镜

头中!一点瑕疵或缺陷!都可能

成为社会质疑检察工作的把柄$

这些制约无形中倒逼检察官进

一步提高业务素质!严格规范执

法!减少甚至杜绝失误!从而保

证案件依法合规处理$

"检察机关屡受 -谁来监督

监督者.的质疑!推进检察宣告工

作!有利于规范检察权的运行!同

时通过规范%公开的程序!也改变

检察机关以往相对行政化% 封闭

性的运行机制!达到了以公开促

公正%促规范的目的!保障了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一直关注和研

究检察宣告工作的山东省检察院

研究室主任宋燕敏说$

道理讲到明处 $ 群众

称赞+公平正义看得见)

!%$)

年
$!

月初!山东省宁

津县检察院对石国强涉嫌故意

伤害罪举行不起诉决定公开宣

告仪式$ 在近
$

个小时的时间

里! 主持宣告仪式的检察官通

过释法说理! 让被害人家属了

解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原因 %办

案过程以及案件事实认定的法

律依据$翔实有力的证据资料%

严谨细致的宣告程序% 公开透

明的现场监督! 都给当事人吃

了定心丸$ 被害人家属心服口

服
0

当场表示同意不起诉决定$

"把话说在当面) 是
*%

多

名参与人员目睹宣告过程后的

最大感触$ 作为旁听这次宣告

活动的代表!德州市人大代表%

红庙李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华深

有感触地说,"村里人最怕打官

司时对方在背后 -拉关系.-搞

小动作.!宁津县检察院的公开

宣告让大伙儿监督! 每个人都

能 -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样作

出的决定老百姓能不信服吗')

据了解!"检察宣告) 最直

接的表现是让检察执法由 "文

来文往)变成"人来人往)!从冷

冰冰的文书送达! 变成了面对

面的释法说理$ 宣告活动引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现场监督机制! 在一定范围

内邀请社会群众参与旁听 !保

证检察执法规范%公正!其权威

性更促进了社会矛盾化解和息

诉罢访工作的开展$

"老百姓对检察工作的满意

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执

法活动的参与度和感知度!只有

让群众参与到检察执法活动中

来!才能通过了解司法
0

最终理

解司法!进而感受到法律带来的

公平正义$) 山东省检察院副检

察长崔久明对记者说$

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吴鹏飞在莱芜市检察院听取检察人员开

展检察宣告工作的感悟和体会' 黄莹摄

江河胸有成竹回答, "川

电% 三峡电合称西电$ 川电利

用水资源发电! 夏天水源充足!

冬天缺水$ 用川电来弥补华东

地区特别是上海的用电! 只是

冰山一角 ! 起不到多大作用 !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众所周知

三峡电主要是满足珠三角地区%

港% 澳地区用电需求! 据国家

计委的统计材料显示! 由三峡

输往华东地区的电还不能满足

其用电需求的百分之十五! 不

可能对溪口煤码头电煤中转造

成影响$ 所以加大东江港煤码

头的建设力度是完全必要的 !

并且刻不容缓$)

另一位委员再问, "南京%

东江两港口都是多用途港口 !

两港口同时在江南有外贸码头!

在江北有煤码头! 距离仅九十

公里! 服务区域交叉重叠! 两

港相比你认为东江港的优势在

哪里')

江河坦然镇定地说, "从

地理位置 % 规模 % 设备上看 !

南京港确实强于东江港$ 这位

专家问得完全正确$ 但实际上

优势之比较! 不只是设备规模

和地理位置! 更是人才% 观念

和服务的比较$ 我们东江港企

业文化的核心! 是以客户为中

心! 而不是以竞争对手为中心(

这不是说我们不关心竞争对手

在做什么! 而是说我们更关心

我们的客户需要什么$)

江河看着会场上的发审委

委员! 尽量把自己的语调放得

平缓, "东江港煤码头背靠两

淮煤田 ! 面对上至湖北黄石 !

下到上海长达千余公里的长江

沿线煤炭用户! 本无地位优势!

很多客户所以舍近求远从溪口

煤码头中转! 主要看中的就是

我们煤炭运输全程 -星级 . 服

务质量$ 我举个例子! 上海电

力的李总从武汉一直走到东江!

看了四个煤码头$ 当时正值周

末! 我在外地出差! 接到电话

马上赶回来亲自接待$ 这是什

么问题' 市场观念的问题 / 服

务意识和管理的问题/ 李总被

我们的真诚所感动! 回到上海

后给我们班子成员一人送来一

箱大闸蟹! 这难道仅仅只是几

只大闸蟹吗' 不! 这是对我们

的服务观念! 经营作风! 客户

至上的企业理念的一种高度认

同和赞扬/ 在港口行业! 实行

标准化管理! 目前全国仅东江

港一家/ 股民们把资金交给这

样的企业运作还有什么不放心

的吗')

会场一阵轻微的骚动! 人

们显然被江河的回答所打动$

又 一 个 委 员 提 出 问 题 ,

"东江港是从事中转运输的物流

型企业! 本身并不具有向客户

提供商品的能力! 但东江港的

储煤基地和配煤中心建成后 !

东江港溪口煤码头将转变为生

产型码头! 具有向客户提供生

产资料的能力$ 直观地说! 沿

江电厂使用的煤炭已经不是由

煤矿发送的煤炭! 而是经过东

江港配煤中心再加工的精配煤

炭$ 是不是这样! 江局长')

江河答道, "对! 是这样!

我们的配煤中心最终建成后 !

配煤能力将和中转能力同步 !

即我们发出的每一船煤都是精

配煤$)

这个委员继续说, "这个

设想很好 ! 不过我们都知道 !

电厂进煤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

晚一天也不行$ 我仔细查看了

你们去年全年的生产报表! 琊

山煤矿每一车皮煤何时到港 !

你们运往沿江电厂的每一船煤

何时装船! 环环相接! 既没有

配煤的操作时间! 也没有一吨

煤炭留存$ 那么! 你们又何来

煤炭进行精配! 你们准备如何

解决生产资料方面的问题')

江河镇静地回答, "正因

为如此! 我们才要建设一个储

备能力达到一百万吨至二百万

吨的国家级战略储煤基地! 一

是应对大的自然灾害! 二是解

决我们配煤中心的用煤问题$)

这个委员又问道, "这个

我在你们提交的材料里看到了!

我知道这是你们省里大力扶持

的重点项目! 不过有一点不太

明确! 既然是国家级战略储煤

基地! 那么这一二百万吨煤炭

从何而来' 如果是国家提供的

战略储备煤 ! 你们无权动用 (

如果是你们自己解决! 按现在

的市价计算! 价值要一二十个

亿! 你们那里有这么多运转资

金')

江河答道 , "当然没有 $

但是我们与琊山煤矿是战略合

作伙伴! 琊山煤矿今年和我们

签订的中转协议是六百万吨 !

今后每年还要根据双方的生产

能力按百分比递增! 我们的工

作流程是这样的! 琊山煤矿的

煤炭到港后! 首先进入储煤基

地! 再由储煤基地进入配煤中

心! 经过精配后装船运往沿江

电厂$ 这个工作流程是循环往

复的! 所以储煤基地也始终可

以保持一定吨位的储煤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