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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
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王新杰 袁怡）
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展示

“第六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
理”活动成果，1 月 9 日上午，汝阳县
人民法院举行农民工工资集中兑付
大会。会议现场，12名农民工代表从
该院院长雷洪文手中接过 538187.85
元工资时激动得难以言表。

自 2014 年 11 月 25 日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
中办理活动”以来，汝阳县法院多措
并举，确保活动取得良好成效。一

是汝阳县法院专门针对涉及农民工
工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依托现有
资源，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平台，为
农民工申请立案、案件查询等诉讼
活动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对农民工的起诉材料优先
审 查 ，努 力 做到当日立案、当日分
流。二是各业务庭对已受理尚未办结
的所有案件进行彻底全面排查，将欠
薪案件全部纳入台账。抽调精干力量
专门集中办理，主管副院长每周听取
案件进展情况汇报，亲自督促案件的
审理和执行，确保以最快的速度让农

民工拿到劳动报酬。三是在案件执行
中，执行局通过“见证执行”、曝光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对涉嫌拒执罪案件坚
决移交公安机关等执行措施，强力执
结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四是注重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工
会、劳动仲裁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
共同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工作合
力，共同化解欠薪矛盾。

截至目前，汝阳县法院受理的
28 件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已审、执
结 16 件，为务工人员讨要工资近百
万元。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单
朝民 张玉伟）“感谢法院为我们 70名
农民工讨回了工资，俺们终于能够安
心地过个好年了！”1月8日上午，浚县
法院院长王贺曦将工资款 8万余元送
到浚县善堂镇寨外村村民单某等人手
中时，单某激动地说。

刘某、单某等 70人系浚县黎阳街
道办事处寨外村村民。孙某为发展高
效农业，2014年春在刘某等所在村经
土地流转承包了 200 多亩地，雇用刘
某、熊某等农民工 70人为其建温室大
棚。受市场经济因素影响，蔬菜滞销

效益不好，孙某到外地另谋职业，农民
工工资没有着落。2014年 11月 24日
下午，刘某等 10人到浚县法院小河法
庭求助。11月 25日，浚县法院小河法
庭立案审理。但是 70 名农民工除了
自己的记工本外，没有相应证据支持
其诉讼主张。没有证据如何打官司？
承办法官通过电话与正在郑州的孙
某取得联系，起初孙某心存顾虑不愿
交记工本，承办法官从农民工打工的
辛酸讲到日前内黄县包工头伍某，及
汤阴县包工头高某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等被法院判刑的案例，开导孙某支

付所欠工资。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电
话沟通，孙某同意到法庭应诉。经过
一天核算，70 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8 万
余元。经过 9 天的努力，在法庭主持
下，12 月 3 日，70 名农民工与孙某达
成调解协议，约定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支付农民工工资 8 万余
元。协议到期后，承办法官又多次电
话与孙某联系，向其讲明不执行调解
协议的法律后果，督促其尽快履行义
务。在法官多方努力下，孙某履行了
义务。浚县法院随即将该款交付到
农民工手中。

去年11月底，薛某
等 12 人来到西峡县丁
河镇的某项目部一外
包工程打工，因转包工
程赔钱，包工头跑了，
眼看要过年却连回家
的路费都没有，无奈之
下诉至法庭。昨日，经
过法官调解，薛某等12
名农民工从法官手中
领到了项目部垫付的
1.8万余元工资。

记者 王海锋 通讯
员王晶雅摄影报道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通讯员 宋云玲）为加强
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及服刑人员未成年
子女帮扶教育，完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1月10日上午，省司法厅、省特殊人群办专项
组联合开展的“河南省雨霁志愿者帮扶活动”走进开
封市龙亭区，送来生活用品以及法律知识、实用技能、
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帮助，同时还带来了“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活动中，省司法厅为龙亭区社区矫正中心赠送了
价值 6万元的图书，为 40名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
人员发放了电饭煲、电磁炉、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为10
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赠送了书包、书籍等学习用
品。一名服刑人员的母亲流着眼泪激动地说：“感谢
政府，感谢大家，这么关心俺们的生活，太感谢了！”

在随后举行的咨询活动中，雨霁志愿者们分为心
理、就业、婚姻家庭、经济纠纷、低保就助、养老继承、
土地拆迁、房产等 8个咨询小组，面对面地为社区服
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答疑解惑，提供法律帮助。在
心理咨询台前，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就自己面临的心理
困惑向志愿者倾诉着，而两位志愿者耐心倾听，为他
细细分析现状，并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该名社
区服刑人员表示接受志愿者的建议，尽快打开心结，
积极地开始新的生活。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曹秀军 /文图）近日，许昌市公安局
北大分局端掉一个通过网络销往全
国的假冒完美芦荟胶产品的窝点。
警方查获该窝点时发现，已有价值
数十万元的假冒完美芦荟胶销往全
国各地。假货进价每支不足 2 元，却
以真品售价 38 元，折扣后 30 元的价
格在网上销售。完美（中国）日用品
公司河南分公司回应警方，公司从
不在网上售卖完美芦荟胶。

1 月 3 日，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
局根据举报，在许昌市区一小区住
宅和小区地下储藏室一举打掉了一
个以朱某为首的销售伪劣产品的窝
点。在该销售窝点办案民警依法查
处了用于销售伪劣产品的作案电脑
一部、销售使用过的快递单据数万

张和未销售未拆封的伪劣产品完美
芦荟胶 168 盒，案值 6 万余元。

犯罪嫌疑人朱某有着长期做互
联网工作的经验。发现完美芦荟胶
销售比较火爆后，就通过多种手段
获取南方一家制造假冒完美芦荟胶
的地下工厂的销售渠道，产品进货
价每支不足 2 元。有了销售渠道，朱
某又在网上收集大量完美芦荟胶有
关图片和文字资料，并制作博客，博
客名即为完美官方销售网站或旗舰
店等。朱某利用百度推广、假冒官
方客服 400 电话等形式，采取套餐、
包邮等多种促销手段，以单支 30 多
元 的 售 价 通 过 网 络 向 全 国 各 地 销
售。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因涉嫌
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北大分局依法刑
事拘留。

据办案民警介绍，网上购物，买
卖双方不在同一地点，出现诈骗难
以查处；买家没有露面，取证困难。
市民网购要小心，不要一味追求价
格便宜，谨防产品是假货。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刘波 宋铁军）
赴宴返回途中酒劲上头了，腿脚不听使唤的男子横卧
在寒冬时节的街头昏昏然进入梦乡，所幸濮阳市公安
局建设分局夜巡民警及时发现并伸出援手，避免了意
外事故的发生。

1月 7日 21时许，建设分局夜巡民警在濮阳市京
开大道附近巡防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群众围观。民
警立即靠了过去，发现一名 40岁左右的男子横卧街
头，满脸通红，浑身酒气，对他人的问话毫无反应，且
浸在湿地上的头发已经结了冰，路人都称不认识他。

此时，室外温度已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为防止男
子身体出现异常情况，民警赶忙将其抬进巡逻车上带
回单位。回到所内，民警将男子安排进暖和的房间，
同时为其端来温开水让他醒酒，另一方面，从其身上
找到手机，通过翻看通信录联系上男子的亲属。40分
钟后，男子的 3名亲属赶到大队，看到醒酒后安然无
恙端坐在值班室的亲人，对民警不住地表示感谢。

原来，该醉酒男子当天上午去亲戚家赴宴，席间多
饮了几杯，没想到返家途中酒劲发作，瘫倒在了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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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法院：确保农民工工资“零欠薪”

“河南省雨霁志愿者帮扶活动”走进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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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工资他们笑了

网购完美芦荟胶全是假货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民/文图）
1月 7日中午，家住舞钢市尚店镇陈庄村的陈老汉回
家时发现自家院子的墙根处“躺着”一枚炮弹，用陈老
汉自己的话说“后脊梁一下子凉了”。该炮弹有碗口
粗、一尺来长，看样子有七八斤重。这个家伙只在电
视上见过，咋到了自己家？要是真炸了……陈老汉不
敢再想，他一边追问家人一边报了警。经询问，这个
危险的家伙是陈老汉的老伴陈大娘在上午上山采药
时捡回来的。

尚店镇陈庄村位于舞钢市南部山区，与泌阳县靶
场毗邻，这枚炮弹很可能是打靶时落下来的哑弹。“你
咋恁糊涂哩，万一响了咋办？别说咱家，就是咱这十
几户的小庄也得掀个底朝天。”陈大娘经老伴一通数
落也急了：“都怨我，都怨我，赶紧想门儿弄走它吧。”

舞钢市公安局尚店派出所接到陈老汉的报警后
马上赶到现场，并找来村干部组织周围几家村民撤到
安全区域。民警顾不上吃午饭，及时与附近靶场取得
联系。当天下午2点左右，靶场的四名官兵赶到陈老
汉家中将这枚炮弹取回（如下图）。

弘扬志愿精神 传递爱的力量

家中惊现炮弹民警火速排险

查获假冒伪劣完美芦荟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