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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一公司500多农民工工资遭拖欠

俺们的工资何时有着落？ “垃圾上山下乡”
监管也要“上山下乡”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翁韬 民声民情│15

直击现场

文图/□本报记者 翁韬

2017年 12月 26日，位于洛宁县的中扩赠品玩
具（洛宁）有限公司的大门紧锁，几辆电动车堵在门
口，无法进入。隔着栅栏望去，厂区内空无一人。大
门口的柱子上贴着3张洛宁县人民法院查封一栋宿
舍楼的公告。

手拿劳动合同书和工资条，中扩公司的油漆工
赵叶无奈地告诉记者，“厂里拖欠我的2000多元工
资，到现在也没有拿到。”

4年前，家住洛宁县底张乡下高村的赵叶经人
介绍来到中扩公司当了一名油漆工。“中扩公司是
一家专门给麦当劳、肯德基生产赠品玩具的香港独
资企业，也是县里的重点企业，高峰期企业员工超
过一万人。”赵叶介绍，由于从事的是高污染的特殊
工种，赵叶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这对
于一个有两个孩子上学的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
小的收入。虽然工作又苦又累，但4年来赵叶也工
作得非常安心。

2017年春节过后，赵叶被厂里告知，企业经营不
太好、订单不足，先放假在家等上班通知。“当时想着
是临时性的停工，也就没太在意。”可谁知，一等几个
月没了消息，“再去厂里，已经是人去楼空。”

后来，像赵叶这样被欠薪的工人越聚越多，大家
互相了解后发现，中扩公司从2013年年中就开始陆
续拖欠离职员工的工资，其后的2015年、2016年，也
拖欠过部分在职员工的工资，后经过多方协调解决
了一大部分。而从2017年初开始，中扩公司就彻底
停止了所有员工的工资发放。

经过工友们的初步统计，中扩公司总计拖欠在
职员工的工资奖金200多万元，涉及工人541人，其
中八成以上是洛宁本地的农民工，以40、50人员为
主。

对40多岁的农村妇女赵叶来说，失去稳定收入
来源的2017年是非常难熬的一年，而像她这样的贫
困家庭，采访中记者遇到的不止一个。

中扩公司的职工贺金平也属于贫困户，由于跟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还没有到期，“还想着厂里会通

知回去继续上班。”这一年她主要是以打零工为主，
没了稳定的工资来源，收入也断断续续，脱贫之路上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采访中，赵叶告诉记者，他们也多次去劳动监察
等部门协调讨要工资，但是至今没有结果。眼看年
关将至，他们急切地想能尽快拿到被拖欠的工资。

随后，记者来到洛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监察大队了解情况。该单位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此前他们收到过中扩公司职工的多起欠薪投
诉，也进行了立案查处且做了行政处罚，也申请了相
关的行政裁定执行，具体的案件执行是洛宁县法院
执行局在进行办理。

记者又来到洛宁县法院执行局询问案件执行

情况。该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法院已经
接到过数起针对中扩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
中扩公司的案情复杂，债务重重，涉及的债权债务
案件较多，企业资产状况尚未查清，现有的土地、
厂房多处已经被上级法院查封，可执行的标的物
不多。此前，法院也曾经查封、拍卖过一批机器设
备，由于属于特种行业，设备变现困难。中扩公司
的企业投资人是香港籍，法院也多次传唤企业法
人代表到案，并将其列入了失信黑名单，但其至今
未露面到案。

该负责人表示，法院下一步将协调各方面加大
执行力度，尽快查清该企业的资产状况，通过法律程
序妥善处理好农民工的欠薪问题。6

□白杨林

近年来，各地城市垃圾正上演着

“上山下乡”运动。大量城市垃圾直接

拉到农村随意倾倒、填埋，还有很多城

市污染企业向农村搬迁、东部污染企

业向中西部转移。长期被人们诟病的

“垃圾围城”正逐渐演变为“垃圾围

村”。加上农村自身的化肥、农药污

染，导致农村污染日益严重，正在侵蚀

着人们心中绿水青山的“乡愁”。

据住建部测算，我国农村地区常

住人口产生的生活垃圾一年就有约

1.1 亿吨，其中有 0.7 亿吨未作任何处

理。如今，来不及处理的城市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等也大量向农村、郊区流

动，在一些村落周边堆积成山。垃圾

的处理处于“一靠风刮，二靠蒸发”的

状态，严重影响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

质量。因此，解决“垃圾上山下乡”问

题，仅靠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还不够，还

需要监管及时跟进。换句话说，“垃圾

上山下乡”，监管也要“上山下乡”。

首先，对于“垃圾上山下乡”，各

部门要 守 土 有 责 。 有 关 部 门 应 当

进一步拿出切实行动，一是要监管

好 城 市 垃 圾 运 输 、处 理 全 过 程 ，以

无 害 化 处 理 为 底 线 ，推 进 垃 圾 分

类 ，掌 握 变 废 为 宝 本 领 ，并 扶 持 资

源化处理企业；二是要逐步建立起

针对农村垃圾的长效治理机制，防

止走过场、“ 一阵风”；更要确保取

得实效、不留死角，杜绝形象工程、

表 面 文 章 ，让 监 管 的 乏 力 、责 任 的

漠视不再上演。

其次，要提高对城市垃圾“上山

下乡”行为的处罚力度。城市乐此

不疲地将垃圾送到农村，说到底在于

违规成本太低。一方面，城市垃圾

“上山下乡”往往打着在农村建立垃

圾填埋场的旗号进行，农村是收钱接

纳城市垃圾，连违规都够不上。另一

方面，在农村地区任性倾倒的垃圾中

只要不包含危险废物，就不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只是罚款了之。区区的上

限罚款，城市根本不在乎。由此看

来，对那些往农村倾倒垃圾的，不管

是生活垃圾，还是危险废物，既要给

予巨额罚款，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

才能刹住“垃圾上山下乡”的势头。

再次，制止“垃圾上山下乡”，根

本的是要提升城市自身的净化、处理

垃圾的能力。城市每天产生大量的

垃圾是无法避免的。当城市自身没

有能力消化和处理自己生产出来的

各类垃圾，就会设法向周边的农村倾

倒，有的还会跨区域甚至跨国倾倒。

这种现象看似一种无奈，其实质仍是

以邻为壑。要杜绝这种现象，城市必

须加大垃圾处理的投入力度，全面实

施垃圾分类处理，重视和推进垃圾循

环利用，建设垃圾处理厂。同时，实

行合理的垃圾收费标准，普及环保教

育，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减少市民生

活垃圾的生产量。

总之，建设美丽中国，农村不应

该缺席。碧水蓝天本应是农村的财

富，也是民生底线。让那些受垃圾污

染的农村不再垃圾遍地，需要全社会

都高度重视“垃圾上山下乡”问题，特

别是相关监管部门要负起责任来，主

动作为，标本兼治。6

2017年 12月 15日，本报刊登了
《搭乘 601 路公交车咋恁难》的报
道。日前，编辑部收到洛阳交运集团
宜阳分公司的回函，对有关情况作了
说明：

关于群众反映的乘车难问题，主
要是由于宜阳分公司的公交化车辆
虽然实行的是公交化服务，但是车辆
本身并不享受城市公交的超员政
策。因此，3条公交化线路车辆每逢
节假日、星期天以及高峰期时客流、
人流激增，车辆周转困难。有很多车
辆在始发站就已经满员，还有的车辆
不到中途就已经满座，旅客坐车难这
一现象比较突出。

为缓解区间乘车压力，根据每条

线路的客流情况，我们已经做到在每
星期客流高峰期增加班次、延长加班
时间，抽调人员在站点上维护乘车秩
序，并增加了区间运力，分解客流。

我们新订购了 5台纯电动公交
车辆，2018 年 1 月 1 日已经投入营
运，大大缓解了 2018年元旦期间客
流高峰的乘车压力。下一步，宜阳
分公司将继续加强车辆管理，以服
务城乡经济、打造绿色、环保客运为
己任，更好地为宜阳人民出行服务；
同时，呼吁相关管理部门根据洛阳
市组团公交精神，让公交化的车辆
享受相应公交政策，即按车厢面积
核定载客人数，从根本上解决旅客
乘车难问题。6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
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
也有抬头之势。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这股大操大办
之风必须刹住。而要刹住这股风，许多地方的
经验是要充分发挥农村红白理事会的作用。

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据了
解，一些农村红白喜事互相攀比，讲排场、比阔
气的风气较浓，有的光招待费就要花几万元，
甚至十几万元，这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都
是难以承受的。各级政府一方面做好宣传教
育工作，另一方面要在村里引导成立红白理事
会，并把它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考核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让村干部真正负起责任
做好这件事情。

其次，红白理事会要定好“铁规矩”。在我
们商水县农村，村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理事
会对红白喜事都定下铁规矩，任何人都不能违
反。红白理事会要由村干部、退休老干部、老教
师和德高望重的人员组成，通过村民代表参与、
商议，制定红白喜事的标准。在执行中，官民一
样，贫富一样，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坏规矩。

最后，各级政府应建立监督奖励机制。对
红白理事会作用发挥好的村给予表彰，对差的
村给予批评。各级新闻媒体应做好正面报道，
纪委监察部门也应做好党员干部红白喜事的
监督，对党员干部带头违反有关规定的应追究
责任。6 （乔连军）

宜阳601路公交车
搭乘难有望解决

人人都是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文明出
行、遵章行车是一个合格的市民应有的基
本素质。杜绝出行中不文明行为，从自身
做起，从身边做起，才能共同营造一个通
畅、安全、高效的出行环境。6

李朝云 摄于郑州街头

洛宁县中扩赠品玩具有限公司大门紧锁。

安全出行不是儿戏

红白理事会
应发挥大作用

●● ●● ●●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

关于河南海文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有关事项公告
（2017）豫0481破字第1-6号

本院根据河南金建建设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 2017年 7月 28日裁定受理河南
海文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鉴于
债权人人数众多，场地问题不能有效解
决，无法召开现场会议，决定采用网络形
式召开河南海文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会议的时间：债权人均可于2018
年 1月 8日 8时起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网址：http://pccz.court.
gov.cn/pcajxxw/pczwr/zwrdh?id=
68558CA1201F4C0834900883F3E645
14）管理人公开信息中查看、下载会议资
料，了解会议议程、规则等有关情况。有
表决权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1月 17日
17时前将填写完整并准确表明意见的表
决票签字后以扫描或拍照图片形式发送
至管理人接收资料邮箱(邮箱号：hnhw-

zyyxgsglr@163.com、hnhwzygsglr@
163.com、 hnhwzyglr@163.com、
hnhwgsglr@163.com、hnhwglr@163.
com，债权人应确定收到管理人接收资
料邮箱的自动回复邮件，方为发送成功，
否则须再次发送以确保发送成功），债权
人也可将表决材料邮寄至平顶山市新城
区福佑路新城铭座 201 室管理人办公
室，邮编：467000，电话：15837598998，
时间以邮戳为准。对至截止时间前未成
功提交表决票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视为
采用“默认同意”表意方式。

表决票应同时附以下资料：1.债权人
为单位的，应附单位证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扫描或拍照图片；2.债权人为个
人的，应附个人身份证原件扫描或拍照
图片；3.如委托代理人填写表决票，还须
加附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扫描或拍照图片。不按要求附资料的

表决票均为无效表决票。
二、以下债权人具有表决权：
申报债权经管理人初审列入债权初

审表的债权人，债权初审表可在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管理人公开的信
息中查询。

上述债权人之外的其他债权人待由
管理人进一步对相应债权进行审查后在
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再行表决。

三、相关说明：
1. 本次债权人会议仅涉及河南海文

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和相应债权。
2. 具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债权金

额仅为已经初步审查金额，如存在尚未
确定债权，待由管理人进一步对相应债
权进行审查后在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再
行表决。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5日

受洛阳城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委
托，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其持有
的洛阳天福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
福农林公司”）60%股权公开转让。公告
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天福农林公司成立于 2016年 5月，

注册资本金300万元，位于洛阳市宜阳县
柳泉镇元村，现有职工3人，主要经营苗
木花卉、果树、谷物、蔬菜、中药材种植。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洛阳城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天

福农林公司 60%股权，洛阳市拉格朗林
业有限公司持有天福农林公司 40%股
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天福农林公

司股东会决议和洛阳城广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经洛阳城
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复洛城投

〔2017〕149号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

务指标数据
截至2017年 8月31日，经洛阳市敬

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福农林公司资产
总额2105148.32元，负债总额126241.43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978906.89元。经
洛阳敬业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总资产
213.90万元，总负债 12.62万元，净资产
201.27万元，评估结果经洛阳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五、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
件

1.受让方必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2.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购买转让标的公司股权产权
的支付能力；3.此次股权转让不接受联合
体报名；4.出具书面《承诺书》，认可并遵
守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方案》及《职工
安置方案》；5.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六、其他披露事项
城广传媒应出资 180万元，首期货

币注册资金出资 118.54万元，未出资部
分 61.46 万元，受让方应在 2019 年 5月
31日前出资到位。

七、挂牌价及交易方式
本次转让的标的挂牌价 125.00 万

元；有意者于公告期内报名申购并交纳
保证金 50万元（以银行到账为准，不成
交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公告期内若
有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采
用拍卖方式组织交易。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女士 周先生
电话：0379-69921018
网址：www.lyggzyjy.cn
地址：洛阳会展中心A区4楼422室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月3日

洛阳天福农林发展有限公司60%股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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