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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 月 9
日，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2016年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单近日
公布，我省的新郑市圣丰大樱桃种
植专业合作社等47家合作社被认
定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同
时，宜阳县寺河灌区农民用水协会
等 5家用水组织为全国农民用水
合作示范组织。

2016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由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水利部等部门联合认
定。参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原则上为省级示范社，年经营收入
150万元以上，入社成员数高于全
省同行业农民合作社平均水平，成

员收入高于本县(市）区同行业非成
员农户收入30%以上；在同行业农
民合作社中产品质量、科技含量处
于领先水平，有注册商标，获得质
量标准认证等。

此次我省入选国家级示范社
的合作社包括30家农业专业合作
社、8家林业专业合作社、9家供销
专业合作社。

省农业厅农经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21.8万家。其中，
农民合作社13.8万家，居全国第二
位；国家示范社 507家，省级示范
社 520家。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
范组织12家。③3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1月 9日，记者从省地质调查
院了解到,由该院承担并实施的

“河南汝阳恐龙化石群省级地质公
园地质遗迹保护”项目日前顺利通
过了专家组的评审。

据了解，2006年,我省地质工
作者在汝阳境内先后发现残存的
化石点30余处，并对其中的5处进
行了发掘。经过国内外专家研究
和确认，判定该地区有“汝阳黄河
巨龙”“洛阳中原龙”、巨型蜥脚类、
中型蜥脚类、似鸟龙、大型肉食龙
类恐龙等6种以上恐龙存在，是密

集分布的恐龙化石群。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保护项

目位于汝阳县中南部地区,是一
处以恐龙化石群为主，以花岗岩
地貌景观为辅，生态和人文相互
辉映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可为研
究地球演化、生命起源提供重要
的证据，同时可揭示恐龙的生活
习性、生存环境及最终灭绝的科
学奥秘，具有重要的地史学、岩石
学、古生物学、地貌学、火山学等
科研价值，同时还具备地质教学、
科普宣传、地质旅游等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 月 9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由于弱
冷空气过境，风向由西北风转为偏
北风，全省大范围雾和霾将逐渐减
弱消散。

此外，我省东部地区由于近地
层相对湿度大，1月10日上午部分
地区有雾。

全省天气预报：1月10日，黄河
以南阴天，其中三门峡、洛阳两地区
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平顶山、
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六地
区和汝州、鹿邑、邓州、新蔡、固始部
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
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 2到 3

级。最低温度：西部山区、北部-4℃
到-2℃，南部 0℃到 2℃，其他地
区-2℃到 0℃。最高温度：北部
3℃到5℃，其他地区5℃到7℃。

1月 11日，南部阴天，大部分
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其他地区
多云间阴天。

12日，全省多云到晴天。1月
11日到 12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
轻度霾，北部有中度霾。

郑州市：1月 10日，阴天转多
云，凌晨到上午有轻雾。偏北风2
到3级，-3℃到5℃。1月11日，多
云转阴天，-1℃到 9℃。1 月 12
日，多云转晴天，0℃到9℃。③4

汝州鑫达煤矿承包人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6年2月，汝州市蟒川乡鑫达煤矿承包人陈俊学卷款
失踪，拖欠280名农民工工资435万元。汝州市人社局依法
责令该煤矿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公安机关依法对陈俊学实
施抓捕后，陈俊学支付了拖欠的劳动报酬。

河南宏昌物流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河南省宏昌物流有限公司拖欠劳动者2015年3、4、5、6、
10月及2016年1至4月工资共计108768.4元。鹤壁市山城
区人社局对其依法下达的限期整改到期后，该公司仍不支付
拖欠工资；对其进行行政处理，责令加付50%赔偿金54384.2
元，该公司仍未履行。最终人社部门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濮阳苗龙一绝火锅店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6年5月，濮阳市华龙区苗龙一绝火锅烧烤卤肉店因经
营不善关门倒闭，拖欠35名员工劳动报酬119671元。经营者
马超称等店面转让后再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但其收到店面
转让金20万元后拒不支付。濮阳市华龙区人社局依法将该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7月底，所有员工拿到了工资。

南阳华祥光电科技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6 年 6 月，南阳华祥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拖欠
1030名员工共计1002.65万元工资。在南阳市人社局对其
依法下达的限期整改到期后，该公司拒不支付拖欠工资。另
查，该单位尚有大量固定资产。8月 22日，南阳市人社局依
法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邯郸市豫源防水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6年 6月，邯郸市豫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共拖欠12
名劳动者工资23.55万元。新蔡县人社局责令该单位限期支
付劳动者工资。限期整改到期后，该公司拒绝承认劳动关
系、拒不支付拖欠工资。随后，人社部门依法将该案件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该公司立即支付了拖欠的工资。

永城荣庄窑厂承包人拖欠劳动报酬案

永城市马牧乡荣庄窑厂承包人蒋作平共拖欠49名农民
工工资24.71万元。面对人社部门的责令整改，蒋作平采取藏
匿的方式拒不支付拖欠工资。永城市人社局依法将该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2016年11月，经过公开审理，法院判
处蒋作平有期徒刑1年，罚金1万元。农民工工资已支付。

汝南县中天阳光门业拖欠劳动报酬案

汝南县中天阳光门业有限公司共拖欠32名劳动者3个月
工资23.77万元，法定代表人白卫中逃匿拒不支付工资。经公
安机关上网追逃，白卫中于2016年10月底在新疆阿克苏新河
县被抓捕归案。11月17日，白卫中全额支付了拖欠的工资。

淮滨县永锋木业拖欠劳动报酬案

淮滨县永锋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经营不善，于2015年8
月至 2016年 6月累计拖欠123名农民工工资119万元。限
期整改到期后，该公司仍不支付拖欠工资。2016年 9月 25
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永锋，被淮滨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
融资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批准逮捕。

漯河壹品置业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6年 8月，漯河壹品置业有限公司拖欠31人工资共
计106.4万元。早在6月份，该单位原法定代表人万凯在员
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股人进行变
更。电话联系相关负责人，均不接电话、不回短信，无法取
得联系。10月 8日，漯河市人社局依法将该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处理。

商丘悍马鞋业拖欠劳动报酬案

商丘悍马鞋业有限公司拖欠全体员工2016年7、8、9月份
工资110万元。面对人社部门的责令整改，该单位法定代表人
甘世坚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工资。睢县人社局依法将该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11月18日，甘世坚被拘留，现已批捕。

焦作润鑫劳务服务部拖欠劳动报酬案

焦作市中站区润鑫劳务服务部经营者孙广朝，在承包风
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西区生产基地部分劳务期间，将劳务费
用挪用，拖欠69名劳动者工资14.7万元。2016年5月，焦作
市中站区人社局依法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迫
于压力，孙广朝立即支付了劳动者工资报酬。

包工头李仕兵拖欠劳动报酬案

河南豫通盛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把承建的310国道改
建工程第八项目劳务分包给包工头李仕兵期间，李仕兵拖欠
23名劳动者工资 66958元，并以逃逸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
酬。2016年 3月 30日，孟津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李仕兵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②7

□刘婵

我省是农业大省，有 2800 多万农民

工，其中省内务工人员约 1700 万人。又

一个年关将至，大批农民工将踏上返乡

之路，如何保障他们的工资及时支付，回

家过个好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

此时公布一批 2016 年查办的拖欠

劳动报酬典型案件，对那些有恶意欠薪

倾向的用人单位是一次警示和震慑。从

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到，以法律手段，加重

欠薪处罚，不仅能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展

示法律的尊严，更能在救助弱势群体中

体现法律的力量。

数据显示，去年11月第八次“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启动以来，

全省法院共为4219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

酬 10.7亿元。当农民工兄弟付出了辛勤

劳动，却拿不到血汗钱时，只有法律法规

和相关措施到位，立法、行政、司法积极

联动，依法共治，才能让老板不敢欠薪不

能欠薪，为农民工撑腰做主、伸张正义。

当然，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更多时候

只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政府各职能部

门不能只在事件发生后才出击，清理欠

薪工作应向前移、常态化。去年 8月，省

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建立拖欠

工资企业“黑名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有关信息。这意味着，不仅企业主想欠

薪时会掂量一下利弊得失，而且劳动者

在择业时也会多些考量。还有在各地大

力推行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和银行代发

工资制度，工资工程款两条线拨付，全面

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从事后追讨变为事前预

防，从源头治理入手，建立防治拖欠工资

的长效机制。

说到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

一个系统工程，全社会齐心协力为农民工

兄弟撑腰，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企业形成多

方威慑，才有望实现到2020年基本无拖欠

的目标，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顽疾，让发展

成果更多惠及农民工群体。3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城东行7公
里，城庄乡东庄村几排红墙白瓦的楼房
正在抓紧施工。这个村庄中间被一座
大山分隔开，村前邻近 345国道，交通
便利，村后却深居山内，鲜有人至。

“住在深山里，娃们连娶媳妇都难!”
东庄村支部书记张金先介绍说，由于贫
困，村子里30岁左右的单身汉有好几个。

“没有国家好政策，我一辈子都走不
出这大山!”根据南召县易地扶贫搬迁方
案，52岁的东庄村村民王天仓一家3口
在春节前就可以住进75平方米的新房。

南阳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阳
盆地周边区域俗称“盆沿”的地方，主要
分布在伏牛山、桐柏山和东部岗丘“两
山一岗一库区”区域。以南召县为例，
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地块零散、耕种不

便，山区和丘陵面积占比超过90%。
近年来，南阳对散居、独居在海拔

高的深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及丹江口
水库淹没区的贫困人口，实施“出山离
库”，让群众彻底搬出“穷窝”。

王天仓家在村子最后面的山坡上，
是3间冬冷夏热的土瓦房。由于先天残
疾，他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加上儿子
几年前遭遇意外，家里欠了不少债。

易地搬迁政策一落地，包括王天仓
家在内的13户群众就成了全村第一批
住进新家的人。现在，王天仓准备加入
村里的蚕业合作社，“房子都有了，只要
肯干，以后生活肯定没有问题！”

两年来，南召县共实施搬迁扶贫项
目8个，建房 260套 3.8万平方米，搬迁
安置贫困群众210户 900余人，人均纯
收入增加到2万元以上。

在南召县崔庄乡大鑫丰中药材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门前的一块荒地上，

65岁的魏会乾正带着 6个工人收割桔
梗的药材籽。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召县立足
山区中药材资源优势，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通过扶持涉农龙头企
业、种养示范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种
养大户，选育名贵中药材集中连片种植，
建设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同时让贫困
户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实现家门口就业。

“以前只能顾着温饱，现在要奔小
康了！”由于年纪渐大，魏会乾以前只能
在家门口打些零工，收入勉强果腹。如
今将 2亩土地流转给大鑫丰合作社之
后，加上一天70元的务工收入，他每年
收入能达到3万多元。

产业与扶贫的无缝结合，让南召逐
渐形成一个中药材产业集群，为南召地
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同时也成为群众
脱贫路上的“造血机”。

在石门乡一处农家小院里，一些村

民正在与南阳华康艾制品公司签订艾
草种植合同。“艾草种植成本低、生长
快、管理简单，是条致富的好路子。”程
岗村村民张先州说。

“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从简单的艾
条、艾绒发展为艾制洗发水、面膜、器具
等，目前已经帮助46户贫困户脱贫，公
司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南阳华康艾
制品公司总经理李延庆说，2016年，华
康营业额逾3000万元，比2015年翻了
近4倍。

目前，仅石门乡已形成6个艾草种
植基地，建有艾制品加工企业3个、养殖
专业合作社3个以及工艺品有限公司、
童车加工厂等数十个扶贫企业，能带动
全乡6000多人务工就业。

2016年，南阳通过易地搬迁、产业
扶贫两大“法宝”主导，实现4.95万个贫
困户、12.74万人脱贫。

（原载于1月8日《经济日报》）

河南南阳：大山里有了脱贫“法宝”

我省公布一批2016年查办的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件

让“老赖”无处遁形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9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2016年，我省各地积极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全省共处理工资拖欠案件1.12万件，为17.71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13.88亿元，其中为11.78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0.49
亿元，有效维护了劳动者报酬权益。春节临近，一些地区、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比较突出。为严肃查处并警示和震
慑拖欠劳动报酬的违法行为，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特向社会公布一批2016年查办的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件。

我省47家农民合作社
晋升“国家级”

汝阳恐龙化石群地质遗迹
保护项目通过评审

弱冷空气过境

全省大范围雾和霾
将逐渐减弱消散

合力为农民工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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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滑县滑南希望学校的老师帮住校的留守儿童洗头。该校有
很多留守儿童，还有45名贫困学生,学校不仅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还细
心照顾住校学生的日常生活。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 月 9 日，漯河市
金三角花卉市场里春意
浓浓，各品种鲜花竞相
开放，前来挑选花卉的
市民络绎不绝。⑨7
王晓东 摄

花卉市场
“春意”浓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没有
请柬、没有红地毯、没有鸣炮奏
乐……1 月 8 日晚，记者接到一
条微信通知：洛阳地铁 1号线、2
号线试验段已正式开工。

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地铁2
号线龙门综合枢纽站试验段看到，
现场围挡已完成，施工人员正在进
行开挖作业，桩基施工等正在有序
推进。而位于洛阳市中州东路与
安居路交叉口下方的地铁 1号线
史家湾站也同步开工。

去年 8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
官方网站正式公布《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印发洛阳市城市轨道交

通第一期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的批复文件，洛阳市成
为中西部地区首个获批建设地铁
的非省会城市。按照规划，1号线
工程自谷水西至文化街站，线路
长约 23 公里，设站 19 座，投资
170.58 亿 元 ，规 划 建 设 期 为
2016~2020 年。2 号线一期工程
自经三路至龙门大道站，线路长约
18.3 公里，设站 15 座，投资 140.3
亿元，规划建设期为 2016~2020
年。

记者从洛阳市轨道交通公司
获悉，洛阳地铁1号线今年上半年
将全线开工建设。③4

没有红地毯没有鸣炮奏乐

洛阳地铁悄然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