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受带薪年休是国人多年梦

想!可喜的是"梦想眼看就要成为

现实!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职

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公开

向社会征求意见!然而"在片刻欣

喜之余"笔者又心生疑虑"带薪年

休制度会不会成为美丽的烟花'

谁来保障我们切实享有带薪年休

的权利'

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不可谓不

详细" 职工权利的规定不可谓不

到位! 而且"在广泛征求意见后"

带薪年休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

带薪年休制度以国务院行政法规

的形式通过也是可以预见的事!

然而" 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容

乐观的原因" 主要并不在于法制

的不完善" 更多的倒是不少法律

缺乏应有的权威) 未被严格遵照

执行* 正如有些法学专家疾呼的

+中国有法制而缺法治,一样* 譬

如" 劳动法关于加班工资的规定

可谓明确"然而"当+不识相,的员

工找领导主张获得加班工资时"

却得到了+你去找劳动法要工资,

的让人哭笑不得的回答* 更多的

职工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忍

气吞声"甚至还得强装笑脸*

再具体到职工年休假规定征

求意见稿"虽然有职工年休假权-

单位保障义务以及执行机关执行

权力的明确规定" 但区区七条的

简短规定能否切实保障我们的休

假权呢'首先"如果单位像对付加

班工资的法律规定一样不遵守怎

么办' 也许你会说职工可以要求

单位履行义务或者干脆举报"但

问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面

对就业难的严峻形势" 敢于和单

位较真或举报吗' 此外还有最后

一道保障线" 那就是执法机构的

严格执法" 但是地方执法机构如

果出于保护地方单位发展等目的

而睁只眼闭只眼$这样的.中国特

色/ 现实中并不少见% 又该怎么

办' 可以说"如果国人没有对法律

的起码敬畏"如果国人没有树立法

律至上的理念"权利人不认真或不

敢于理直气壮地主张权利"义务人

视义务为.无物/"执法机构视执法

权为.玩偶/"即便再详细科学的法

律规定也将形同虚设*

因此"可以预见"短期内 "职

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可能得不到很

好的执行*但是"无论如何国务院

法制办此举都是值得嘉许的(而

且"随着中国法制的发展完善"随

着国人法治理念的养成".美丽的

烟花/必将变成国人口中.实惠的

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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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斗即将发生!!

"##$

年
!

月
%

日 ! 鄢陵县彭店乡小

学生崔某在曹某承包的鱼塘边玩耍时 !

不慎跌入水中死亡 " 孩子的家长认为孩

子的死亡是曹某造成的 ! 于是召集几十

名亲戚手持棍棒到曹某家 ! 曹某也集结

本族几十人!一场械斗一触即发"

接到报告后! 乡法庭的法官立即赶到

现场!让双方选出代表到法庭调解"在乡法

庭!法官析法明理!讲明了家长对孩子监护

存在疏漏! 曹某没有充分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双方对孩子的死亡都存在过错责任"如

果武力械斗!很可能会伤人死人!民事纠纷

就会转为刑事犯罪! 最后吃大亏的还是双

方"经过
%

个多小时的工作!终于促成双方

达成赔偿谅解协议"至此!一场即将发生的

械斗被有效化解#$

调解促进稳定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相邻关系%

生产经营%村务管理%农村承包%征地建房

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纠纷

不断增多 ! 占了法院民事案件的
!#&

以

上" 如果都进行审理!不仅会浪费很多司

法资源!而且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 针

对这种情况 !从去年开始 !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决定加大司法调解的力度!让群众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 随后 !许昌

中院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

积极在大调解格局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

意见*!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司法调解

工作,

"##!

年
$

月
""

日! 许昌县椹涧乡刘

集村村民黄川躺在自家的床上! 看着自己

因为帮别人翻修房屋而导致腰椎骨和脚踝

骨骨折的情形!想着自己的人身损害赔偿

官司即将开庭 ! 心情不由得变得烦躁起

来, 此时!受理这起案件的灵井法庭的法

官!带着另一方当事人来到他的家里, 在

黄川的病床前! 法官对案件进行了调解!

并邀请村干部参与调解, 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工作!当事双方当场达成调解协议!黄川

对此十分感激,

一年来! 许昌市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

率大幅度提高! 由以前的不足
'#&

上升到

今年的
$#&

!

"##

多起群体性%突发性而不

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纠纷! 在全市各级

法院的调解下被化解! 有效地促进了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

"#(

法治实践
!

杨明俊 王红召

司法调解!调"出社会和谐

见仁见智关注大墙生活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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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四
!"#$# %$&'(

策划 任 鹏 责任编辑 李 芳 李东红
!

!

有人认为"罪犯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就失去了一切权利* 其实不然"监狱法律援助使这些犯了罪的人认识
到"他们虽然犯了法-被判了刑"但还拥有基本人权"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维护*

目前"我省监狱普遍成立了服刑人员法律援助中心"共有
"#

名专职公职律师-

$!%

名社会律师常年为服刑
人员提供法律帮教和法律服务*

大墙里的法律援助

!

本报记者 李 芳 本报通讯员 邹志远

服刑犯狱中打赢狱外官司

易学丹绝望了!他想到了死, 为此!他

仔细谋划了一套方案! 以求躲过监狱警察

的眼睛!好让自己得到解脱,

易学丹是河南省郑州监狱的一名服刑

人员!

"%%#

年因商业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

年,入狱后他在用虔诚的劳动改造为

自己赎罪的同时! 也在为出狱后东山再起

积攒着知识与技能,

"%%'

年
!

月!来自天津市武清区人民

法院的一纸诉状击碎了易学丹对将来的种

种梦想, 易学丹被捕前的一个商业伙伴吕

某以种植合同纠纷为由! 向易学丹索赔经

济损失
#%

余万元! 这使易学丹如遭雷击,

入狱前! 法院判决高达数十万元的赔偿款

和罚金早已让他倾家荡产! 妻子也正在与

他打离婚! 两个年幼的女儿因家庭变故也

辍学在家, 家里甚至已拿不出女儿上学的

费用!更别提请律师了,作为一个身陷囹圄

的罪犯!他又怎能远去天津出庭应诉-易学

丹陷入了无助和绝望,

易学丹自杀的苗头和原因很快被反馈

到省郑州监狱党委,经过审慎的研究!易学丹

的案子进入了监狱法律援助的程序, 监狱委

派两名公职律师往返于陕县%三门峡%郑州%

天津!以求取得扎实有效的证据,为便于易学

丹出庭应诉! 应狱方的请求!

"%%'

年
#

月
"!

日!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将临时法庭布置

到了省郑州监狱罪犯教学楼里! 在特殊的地

点公开审理了这起由&普通公民'起诉&特殊

公民'的经济纠纷案, 一审易学丹胜诉,

吕某不服! 上诉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易学丹由于在押不能出庭!由他的

委托代理人% 省郑州监狱公职律师张军杰

警官代他出庭, 最后!张警官缜密的辩护%

充分的证据被法院采信!终审驳回上诉,

大墙里也需要法律援助

&针对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最早是源

于监狱监管安全和教育改造的需要, '省周

口监狱公职律师% 法援办主任张建强介绍

说, &当合法权益遭遇侵害却无力自救%且

缺乏其他的救济途径时! 服刑人员往往容

易采用一些极端方式应对!像暴力抗改!企

图越狱%自杀%凶杀等!这些都威胁着监狱

的监管安全及教育改造秩序,这种状况下!

传统的教育改造方式难以解决这类实际困

难! 大墙里的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教育改造

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就应运而生了, '

目前! 我省监狱普遍成立了服刑人员

法律援助中心! 共有
"#

名专职公职律师%

$!%

名社会律师常年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

帮教和法律服务,

#

年来!已累计为罪犯提

供法律咨询
&!""%

人次 ! 提供法律援助

!%%%

人次,

在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的朱新也是一

名通过监狱的法律援助! 使自身合法权益

免遭侵害的受益者,

朱新犯罪入狱后! 他在老家的责任田

被村里 &理所当然' 地收走了,

"%%'

年
"

月! 朱新村里的土地因郑州市郑东新区的

开发而被征用! 村里其他村民都拿到了政

府的土地补偿金! 而村里坚决拒绝将土地

补偿金分给&一个罪犯', 朱新出狱后面临

的将是要地没地%要钱没钱的窘境, 因为失

去人身自由!他没法亲自去打这场官司!家

里也没有可以委托的人! 而且他也根本拿

不出请律师的费用, 走投无路的朱新甚至

产生逃出监狱! 找村干部拼个你死我活的

冲动,

接到朱新的法律援助申请后! 省第一

监狱法律援助中心委派公职律师郑红瑞警

官代理此案, 郑警官数次到朱新的家乡调

查取证!给乡亲们讲解法律!并争取当地司

法机关的支持!最终通过民事调解的方式帮

朱新要回了自己的土地赔偿款!村里还重新

给他划分了责任田,朱新含着眼泪说.&郑警

官在我的心里种上了守法的种子, '

省监狱管理局法律援助办公室主任张

丽珠认为! 服刑人员由于曾给社会造成危

害!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很难得

到社会的同情和关注,有些社会团体和个人

甚至把侵害罪犯的合法权益看作刑罚理所

当然的附加,监狱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一方面

可以树立服刑人员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可

以坚定他们学法+守法+重新做人的信念,

特殊的援助呼唤全社会支持

据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郭震威介绍!

河南监狱向社会公开承诺 &罪犯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包含有两个内容.一是杜绝监

狱人民警察侵犯罪犯合法权益, 二是当罪

犯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大墙外的侵害而本

人无力自我保护时!监狱可以根据)法律援

助条例*为罪犯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当前我省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尚处

于起步阶段!这种特殊的法律援助!需要社

会各方面的理解和帮助,

&在监狱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初期!多

数服刑人员对这个新生事物不以为意!认

为监狱警察免费为服刑人员辩护+ 打官司

纯属天方夜谭, '省第一监狱教育改造科科

长石俊杰说,在经历广泛的普法教育+送法

律咨询上门做铺垫后! 才有少数服刑人员

在警察的鼓励下!提请法律援助,经历成功

办理十多起法律援助案后! 大墙律师逐渐

取得服刑人员的信赖,更重要的是!用法律

方式解决纠纷的思维也植入服刑人员心

中,河南省豫东监狱的公职律师余红军说.

&犯罪是蔑视法律秩序的极端方式!罪犯是

法制教育失败的典范, 服刑人员能够通过

申请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

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

但是! 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是个系统

工程!单靠监狱自身的力量很难完成,据了

解! 国家并没有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专项

经费! 监狱不得不从有限教育改造经费中

分出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专门人才的匮乏

也制约了大墙法援办案的效率!据统计!全

省省属监狱总共只有公职律师
"#

名!而且

分布并不均匀!难以办理更多的实体案件,

因此!能否争取驻地司法部门的支持!已成

为能否做好大墙法援的重要条件,

石俊杰说!

"%%%

年!省第一监狱争取

到开封市龙文律师事务所的大力支持!在

狱内成立了我省第一个狱内法律工作站!

大大缓解了监狱人力+物力不足的困难,

相关法律法规尚需完善

实践中! 大墙法援还遭遇着法律法规

缺位的难题,

在已接到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申请

中!涉及刑事/如服刑人员不服判或对刑期

计算有异议0 的申请占有相当比例, 根据

"%%!

年国务院颁布的 )法律援助条例*!已

决犯对判决结果不服而提起的申诉!没有在

法律援助管辖范围中明确规定!经授权省

级立法机构可根据本省实际情况作出必

要补充,

"%%"

年颁布的)河南省法律援助

条例*中指出!法律援助适用于刑事案件!

但就如何适用并未作出更加详细的规范,

这就形成了矛盾.服刑人员对正在执行

的判决不服而拒绝认罪/事实表明其中也不排

除有冤假错案0! 需要大墙律师的法律援助!

大墙律师却因没有相关详细的法律法规可依

而难以办理, 因此!要解决这种问题!做好服

刑人员刑事法律援助! 还需要出台更加详细

的法规性文件,

!!

$文中服刑人员为化名%

图片说明.省第一监狱&省女子监狱举

办法律援助活动' 李汉收 徐鹏 摄

直言不讳
!

高福生

为依法终结!月薪面议"叫好

从明年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

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规

定( 职介服务不成功的应退还中

介服务费)招工信息应标明薪酬*

+月薪面议, 字样将禁止出现)仅

靠三五个人-一张桌子&一部电话

不可能成立一家职介公司) 用人

单位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

体检标准的要罚款
&%%%

元..

在目前的人才市场上* 越来

越多的招聘单位不惜重金刊登广

告求贤* 在招聘广告中将企业形

象-岗位要求等浓墨重彩-洋洋洒

洒 *唯独在 +月薪 ,这一 +敏感问

题,上却惜墨如金*大多以+面议,

两字一带而过*让不少求职者+雾

里看花,'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 *招

聘单位之所以青睐 +月薪面议,*

其理由可谓冠冕堂皇( 一是在不

知所聘人才能力高低的情况下 *

撇开月薪*先谈能力*无非是想堵

住某些逐利型人才的漫天要价 *

避免讨价还价时的尴尬) 二是薪

酬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 属于商

业机密*不能轻易公布)三是对于

那些中高级人才*如果明码标价*

可能会给猎头或企业间带来不正

当竞争..

但是* 大多数求职者对招聘

单位这一+潜规则,却颇有微词*

希望 +自身的价值究竟几何 ,能

+明码标价,-+一目了然,' 心中少

杆+秤,*+面议,时就难以把握*不

是要价太高被拒之门外* 就是要

价太低自己受了委屈' 或许对那

些货真价实的高级人才而言*+月

薪面议, 的结果会超出他们设定

的价位* 而众多一般的求职者则

感觉+心里没谱,*甚至还会怀疑

用工单位的诚意!!!如果干了活

后用人单位硬说不满意* 是不是

很低的工资也拿不到/ 更有甚者*

一些只有几人或十几人的小公司

还在面议的过程中* 利用求职者

对法律的不了解钻空子搞猫腻 *

把求职者当作义务工*让他们+哑

巴吃黄连,'

让人欣慰的是* 即将实施的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将终

结+月薪面议,这一招聘乱象'这表

明*让+月薪面议,依法退出招聘舞

台*不仅是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尊

重*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

人文关怀*同时也是就业市场走向

成熟的标志'期盼更多的用人单位

对即将实施的法规保持足够的敬

畏*在招聘人才时告别+犹抱琵琶

半遮面,的含蓄姿态*理直气壮地

亮出自己的薪金底牌*让求职者在

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一职位目前的

准确市场行情* 为他们个人定位-

+对号入座,求职-提高求职成功率

提供方便'

!!

!

代福华

谁来保障带薪年休的落实

啥! 想带薪休假""那

好吧# 你休假完了就不用再

来上班啦$

我总得知道

我自己能值多少

钱吧!

受河南省商丘商电铝业/集团0有限公司委托!商丘市睢阳区拍
卖行对该公司持有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

的国有股权实
施公开转让,

一+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在河南省林州市横水凤
宝工业区!注册资本

$"""

万元,经营主营业务.电解铝的生产和销售
及铝加工, 在职职工

!"%&

人,

二+此次股权转让已经该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商电铝业/集
团0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报经商丘市国资委批准/商国资产
权
'("")*!!

号0,

三+本次转让股权经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亚评报字
'("")*%%

号0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京
会兴审字第

!+$(%

号0!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

万元!账面值
%&-).,$/

万元!负债总计
$/)-.,./

万元!净资
产

(/(!.,(!

万元!并已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四+受让方应具备下列条件./

!

0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
力,/

(

0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

0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

-

0国家法律政策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 挂牌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
("

个工作日! 报名截止时间为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

六+有意受让者!请携有效证件及保证金
(""

万元到本行报名,

当有
(

名以上报名者!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在本行拍卖大
厅!按拍卖竞价方式进行,

七+本行地址.河南商丘市睢阳区财政局三楼
联系电话.

"/)"+/(($&!" !/&/)"-(%).

八+监督电话.商丘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联系电话.

"/)"+/(.&)")

九+工商监督.

"/)"+().$$"%

商丘市睢阳区拍卖行
$%%!

年
""

月
"&

日

!"#!$%&'()*+,-'./01+2

根据新乡市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纪要!新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拟将新乡药材采购供应站国有产权在新乡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现面
向社会广泛征集意向受让方,

新乡药材采购供应站系市属国有医药商业企业!位于新乡市北干道中段
("%

号!企业注册资
本

$/,.

万元, 主要经营.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制剂等, 企业现有职工
(!(

人!参评土地约
(/,$

亩!)职工安置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补充意见*已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介机构评估!评估后资产总额
!%).,.!

万元!负债总额
/&/$,&-

万元!净资产
+(($),!/

万元,

受让方应具备下列条件.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1承担转让
标的企业全部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1接受安置全部职工!接续职工各项社会保险,

详细的受让条款!请向新乡市产权交易中心咨询或查阅新乡市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报名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

个工作日,

新乡市公共资源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0112344555,667789,:;

联系地址.新乡市新飞大道
.!

号 联系电话.

"/)/+/"$$"./ /")&$%(

联系人.李先生 陈先生
新乡市产权交易中心

$%%!

年
'"

月
"(

日

3456789:;-'</01+2

=>?<@01+2

经批准! 河南省建设厅持有的水文院国有产权通过省产权中心公开转
让, 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

个工作日!意向受让方请于公告期内携相关
资料到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办理受让申请,

一+标的企业概况
根据已经财政厅备案的评估报告!标的企业的总资产

##$,%&

万元!总负
债

$'#,"(

万元!净资产
)(*+,!&

万元,

二+受让方应具备的条件
,,

受让方应具有工程勘查综合类甲级资质1

!,

若受让方为法人单位!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

万元1若受让方为自然
人!其拥有资产规模应在

+""

万元以上!受让方应提供相应资金证明1

#,

受让方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负责安置职工,

联系人.杨先生 支先生 电话.

"#%,)&&!+*%!& ,#*'++&&%&&

联系单位.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地址.郑州市铭功路

+#

号豫港大厦
!%

层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

年
$$

月
$%

日

受有关单位委托! 本公司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在
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三门峡天成电化有限公司整体破产资产/详
见拍卖清单0,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日前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未成交
者!全额退还0到本公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办理完竞买手续者!本
公司可提供拍卖标的的相关资料0,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会日前
公司地址.三门峡市崤山中路

/"

号住房公积金办公楼四层
咨询热线.

"/&.+(&)"""% (.(!".. !/&/&.".(.%

监督电话.

"/&.+(."(((%

河南正信万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A B + 2

"

张璞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 毕 业 证 丢 失 ! 证 号 .

&&-!"-$"-)

!特此声明,

"

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

陈燕民律师执业证丢失 !证

号为.

!%".(""!<"""&

! 声明

作废,

"

宋虎高级经济师任职

资 格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

!声明作废,

"

朱丽霞质量工程师中

级资格证书丢失 ! 证号为 .

""/(&"$

!声明作废,

"

史长来记者证丢失!证

号.

>-!"""!""""!!

!声明作废,

"

弓百松纳税人不慎将

车辆型号为长安! 车牌号为

豫
<?(&/.

的车购税完税证

明遗失!号码为 .

-!"(%")&)

!

特声明作废,

C D E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