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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
中办理活动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
门下发意见,规定对不能提交书面诉状
的农民工,可允许其口头起诉；对符合
诉讼费缓、减、免条件并提出申请的农
民工当事人,法院应依法优先为其办理
相应手续；对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
申请执行农民工确有经济困难的,法院
可以通过申请司法救助资金等方式必
要救助,并提出采取法律没有禁止的一
切手段,加大执行力度。

“集中清欠行动只能解决一部分
问题，只有把为农民工维权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了,才能从法律层面上解决
欠薪问题，实现从根本上解决的目
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并没有把为
农民工讨薪工作仅仅停留在每年一度
的集中办理活动上，而是从机制保证
的角度出发，从完善司法制度的深层
次考虑。

自 2015 年以来，全省法院将对农
民工的权益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把保
护农村“三留守”人员合法权益、支持农
民工返乡创业与讨薪活动一同部署，实
现了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全方位保
护。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性侵拐卖留
守儿童妇女、虐待遗弃留守老人等侵害
农民工及家人的犯罪，下猛药、出重拳，
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坚决为农民工兄
弟伸张正义、撑腰打气。

省高级人民法院还联合省公安厅、
省检察院共同出台《关于办理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范案件办理，统一办案标准，加大打
击力度。

为提高农民工的维权能力，河南三
级法院连续四年制作、印发《农民工维
权手册》《农民工维权宝典》《农民工守
法维权 100问》《农民工返乡创业法律
宝典》等以讨薪维权为题材的漫画口
袋书10余万本，发放到农民工手中，通
过以案释法等形式，开展法治教育。
在每年开展的“农民工维权法律服务
宣传月”活动中，广大法官走进建筑工
地、厂矿企业，了解农民工的司法需
求，举办法律讲座、开展法律咨询，帮
助解决法律难题。此外，还开通了 24
小时维权热线，对农民工来电反映的
问题，随时解答，及时办理，八年来共
接听热线举报电话14300多个，帮助解
决问题5200余件。

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个复杂的社会
问题，必须紧紧依靠党委的坚强领导
和人大、政府、政协的大力支持，以及
有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近年来，
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省人社厅、省住建
厅、省总工会联合制定《共高同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的若干意见》，与省人社

厅共同出台《关于办理非诉劳动保障
监察执行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服务
保障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的意见》，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信息、集中
协商、联合执法，妥善清结了一大批欠
薪案件。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时光在日晷
的刻度中，如流水般飞逝，不舍昼夜。
八年的坚持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八
年的坚持更是一种担当、一种情怀。

河南三级法院八年为农民工兄弟
讨薪维权的实践，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
稳定。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全省
法院受理的涉及20人以上的讨薪案件
2000多件，全部得到妥善化解。自开展
集中讨薪活动以来，全省没有发生重大
恶性讨薪事件，群体性上访讨薪事件也
大幅下降。

八年的讨薪维权实践，增强了农民
工对法治的信心，将法治的信仰深深烙
印在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田，越来越
多的农民工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
身利益，“讨薪不成找法院”成为广大农
民工的自觉选择。

八年的讨薪维权实践，营造了“欠
薪老赖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良好氛
围，打击了恶意欠薪者的嚣张气焰，唤
起了全社会尊重普通劳动者、关心弱势
群体的共识，形成了声援农民工、谴责
欠薪的强大声势，为“彻底解决欠薪问
题”打下坚实基础。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福
蕾参与并见证了河南三级法院在讨薪
路上连续八年的坚守，她深有感触地
说：“能为弱者付出的社会，才是一个真
正的文明社会；能为弱者维权的社会，
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能为弱者伸张正
义的法官，才是真正有良心的法官。”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
灵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必须以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
最高标准。老百姓需要什么期待什
么，我们就努力去做什么。河南的法
院和法官，就要立足河南的省情，实
实在在为河南的老百姓办实事。”在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高级人民法院
带领全省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
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全省三级法院在八年如一日的
坚持中，不仅磨砺了广大干警“为农
民工要不来工资决不放弃”的坚定意
志，也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维权
机制，让农民工的维权讨薪之路更加
平坦，让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屏障更加
坚实牢固。

为了农民工兄弟的“薪事”
——河南三级法院连续八年集中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纪实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乔良 赵栋梁

2010年以来，河南三级法院连续八年

开展9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

活动，为农民工兄弟讨薪维权撑腰打气，并

实现了欠薪案件办理工作的常态化、制度

化。没有全省法官对农民工的深情大爱和

对司法正义的赤胆忠诚，就没有八年的执

着和坚持。如今，在河南，“讨薪不成找法

院”在农民工群体中已深入人心。截至1月

15日，全省法院共办结此类案件8万余件，

有力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

定，被称为农民工讨薪的“河南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工

作报告中力推河南三级法院为农民工讨薪

的经验。2017年 12月 13日，周强院长来

豫调研，再次对河南三级法院的做法点赞：

“河南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贯穿到法院工作的全过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够做到、始终做到

坚持司法为民。”

“钱虽然不多，可足够俺家过个好年了，感谢你们跑那
么多趟，终于帮俺把钱要回来了。”2017年12月28日，在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农民工老赵拿着拖欠三年之久的
8000多元工资，激动地向执行法官连声道谢。

2012年，老赵受雇到工地打工，辛辛苦苦干完活，包
工头王某却只给了他一张劳务费的欠条。多次讨要无果，
无奈之下，老赵把王某告到了法院。经法官调解，王某付
了5000元，余下的8000元迟迟不履行。2017年10月，老
赵申请了强制执行。

由于王某一直“玩失踪”，名下又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执行法官将他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这下王某慌
了神，主动给执行法官打电话要还款。

河南是农业大省，像老赵这样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有2900多万人，其中省内就业1700多万人。务工收入成
为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
益，也维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民工的工资如果被拖欠，他的孩子就可能交不起
学费、父母就可能看不起病、家庭就有可能因此破碎。这
不仅是财产的问题，也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和人格尊严的问
题，更关系到法律尊严和公平正义。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农民工的基
本权利，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和谐贡献力量，决不
能让农民工流汗还流泪！”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的
话掷地有声。

从2010年起，全省法院拉开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集中办理的大幕，这件事情一做就是八年。

三级法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办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为农民
工讨薪的日常工作，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
体抓，立案、审判、执行、宣传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格
局。张立勇率先垂范，先后 60 余次深入基层一线指挥
审判执行活动，为农民工发放工资执行款。各中、基层
法院院长也带头巡回办案，为农民工讨薪。所有涉及农
民工工资、人身伤害、社会保障的案件，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案件，农村“三留守”权益保护等案件，逐案建立
台账，逐案跟踪督办，定期通报，确保涉农民工案件全部
依法公正快速办结。

“为要工资这事儿我们跑了快两年，他
就是不给。做梦也没想到在法院一天就解
决了。”张运昌和他的13位同乡拿着与包工
头签订的调解书，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鹤壁市山城区法院汤河法庭，一听
说他们是农民工为讨薪来的，法庭立刻开
辟绿色通道，派法官指导14位农民工起草
了起诉书。为简化立案审查手续，法庭和
山城区法院进行电话沟通，直接申请了案
号，免去了农民工往返法院和法庭办理立
案手续。立案后，法庭当天向被告送达了
应诉手续，积极引导被告进行调解。围着
一张圆桌，法官耐心细致地释法明理，终
于促成双方就工资纠纷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来法庭反映情况到结案，不到24小
时。“原来都说打官司难，我们实在没办法
了，也是抱着试试的想法来的。结果当天
就把这难题解决了，法庭还没有收我们一
分钱。”张运昌和同乡高兴地合不拢嘴。

为了让农民工省时省力打赢官司，河
南三级法院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建立

“四快三优先两免”工作机制，坚持快立、快
审、快结、快执，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
执行，依法免除困难农民工的诉讼费、执行
费。还设立专门立案窗口，成立183个专门
审判庭、287个专门合议庭，诉讼程序能减
则减，诉讼环节能省则省，诉前调解、小额
速裁、先予执行、先行判决、先行调解能用
则用，坚决避免慢慢吞吞、拖拖拉拉，用最
短的时间保障农民工实现权益。

法官们在审理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农
民工被欠薪后来起诉，却拿不出对方拖欠
工资的证据。针对农民工诉讼能力弱的现
状，河南三级法院加强诉讼引导，指导他们
依法收集证据。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不能

提供相关证据的，法官们主动到打工现场
调查取证，确保他们有理能赢。

南阳市社旗县法院在办理25名农民工
讨薪案件过程中，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到4
个乡镇12个村庄进行调查取证，查清了事
实，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新郑市法
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调解欠薪案件，一个
月内为270余名农民工追回183万余元工
资款。焦作市山阳区法院在审理张秋香等
160名农民工诉某建筑公司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时，通过先行调解，促使公司将双方没
有争议的20万元提前打到农民工账户上，
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商丘市民权县法院
通过先予执行，为108名四川籍进城务工人
员追回工资款30万余元……

2017年 11月 30日，全省法院首个“农
民工维权工作室”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挂牌
成立，农民工代表受邀为工作室揭牌。“农
民工维权工作室”集引导、咨询、立案、调
解、审判、执行、宣传于一体，由一名副院长
带领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和一名执行人
员组成，专门负责涉农案件工作的开展。
宁陵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宏伟说：“工作室的
成立，可以把涉农民工案件从原有普通案
件中剥离出来，更专业、更全面、更快捷地
实现快立快审快执，打造出‘精细管理、明
确分工、快捷维权’的涉农维权新格局。”

除了开辟“绿色通道”，河南三级法
院还坚持“让法官多走路，让群众少跑
腿”，积极推行上门立案、电话预约立案、
巡回办案等，最大限度方便农民工诉讼，
减轻群众诉累。同时，对经济困难的加
大司法救助力度，一律免收诉讼费、执行
费，坚决让有理无钱的农民工打得起官
司、打得赢官司。

全省法院一方面用心用情审理，另
一方面依法强力执行，千方百计让农民
工用最快的速度拿到“血汗钱”。

“再不给工钱，我就跟他同归于
尽。”一边是患病在医院等待救命钱的
老母亲，一边是苦苦要不回来的工资。
心力交瘁的农民吴传辉一度几乎失去
理智。

在柘城县法院，案件进入执行阶段
后，被告王某却踪影难觅。吴传辉和其
他申请人沮丧消极的情绪，并没有削弱
执行法官们的士气。柘城县法院执行
局局长李朝胜首先选择与公安部门联
动，借助“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高科
技方法寻找王某下落，同时运用“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和“财产查控系统”，依
靠多部门联合惩戒来缩小王某的活动
空间，并查控其可能存在的财产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柘城县法院建立
在各乡镇和村委的联络员队伍发现了
王某的行踪，执行局干警乘着夜色在一
个小工地上将其抓获。柘城县法院院
长张书勤到拘留所做王某的思想工
作，面对拒执犯罪刑罚的强大压力，王
某当场表态要偿还农民工工资。

打赢官司是第一步，为了让胜诉的
农民工拿到“真金白银”，河南三级法

院首先加大曝光力度，凡是欠薪不还
的，一律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在街头广场等地设立电子曝光
台，联合“今日头条”建立老赖网络曝
光平台，向老赖生活圈子精准推送失
信信息，与移动、联通等通信公司合
作，为老赖强制定制“失信彩铃”。另
一方面实施联合惩戒，对欠薪老赖在
市场准入、融资投标、高消费、出入境、
乘坐飞机高铁、担任公职、评先晋级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限制，使其“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

此外，法院还联合检察、公安机
关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
为，支持申请执行人依法提起刑事自
诉，确保打击到位，以打促执，以打开
路。2016 年 5 月份以来，按照最高法
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部署，河南三级法院相继开展

“春雷行动”“夏季雷霆”“秋季风暴”
“冬季攻坚”集中执行行动，广大干警
拿出“跑到天边也要把你追回来”的
劲头，不分昼夜，无论寒暑，全天候围
剿“老赖”，其中，执结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 7300 余件，判处拖欠农民工
工资老赖 280 人。对恶意欠薪者产
生了巨大的震慑效果。

决不让农民工流汗还流泪
不忘初心A

让农民工省力省钱打官司
绿色通道B

让农民工最快速度拿到“血汗钱”
强力执行C

共筑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屏障
完善机制D

洛阳市老城区法院成功调解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将
20万元工资款发给农民工

农民工维权成功后给西峡县法院的法官送来锦旗

新乡县法院法官和全国人大代表一起把工资送到因伤致残的农民工家中

在某建筑工地，农民工兄弟从张立勇院长手中接过工资执行款，喜极而泣

延津县法院的法官来到工地为农民工送法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