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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辱国候任议员宣誓无效
并取消其议员资格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据新华社电 香港高等法院11月
15 日就行政长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提请的司法复核案作出判决，裁
定两名候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没有
法律效力，两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

两名候任议员在 10月 12日新一
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时，故意使用
侮辱性语言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并
宣扬“港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梁振英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随即就两人是否能够重新宣誓提请
司法复核。

档案反腐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最高检获
悉，上海、江西、海南、山东等地5名厅
局级干部分别涉嫌贪污、受贿被检察
机关查办，这些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
行中。

日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上海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原党组书记、常务副校长郑
万新（副局级）决定逮捕。

日前，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
管辖，宜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江西
省能源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胡运生
（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日前，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
管辖，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海南省水务厅党组成员、海
南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符传君（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
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日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受贿罪对山东省文化厅原党组
成员，山东省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谢治秀（正厅级）决定逮捕。

日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山东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董事刘强（副
厅级）决定逮捕。

5名地方厅级干部
被检察机关查办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湖北省纪
委监察厅获悉，武汉工程大学党委
书记吴元欣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

公开信息显示，吴元欣1957年7
月出生，1982年1月参加工作。其曾
先后担任武汉化工学院院长助理，
武汉化工学院副院长，武汉化工学
院院长，武汉工程大学校长、党委书
记等职务。

武汉工程大学党委书记
吴元欣接受组织调查

《规定》主要内容
针对实践中一些罪犯减

刑过快过多，实际执行刑期偏
短等问题，《规定》对有期徒刑
罪犯、无期徒刑罪犯、死刑缓
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限
制减刑罪犯，在减刑起始时
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上作
了相应调整，以便有效地发挥
刑罚的功能，同时新增对决定
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不
得再减刑、假释的规定。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审 监 庭
庭长夏道虎介绍，《规定》充
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对三类罪犯——职
务犯罪的罪犯、金融犯罪的
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的 罪 犯 ，在 实 体 条 件 上 从
减 刑 的 起 始 时 间 、间 隔 时
间、减刑幅度方面都作了从
严的规定。这样规定就是
要从实体上来解决过去部
分‘有钱人’‘有权人’减刑
过快，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
比例更高，实际执行刑罚偏
短的问题，我们从制度上予
以规范”。但另一方面，对未
成年罪犯、老年罪犯、患病罪
犯、残疾罪犯，《规定》在减刑
标准上和假释适用上依法适
当从宽掌握。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
韩先聪一审被判16年

最高法公布司法解释

遏制有权人有钱人
减刑快服刑短

“减刑”“假释”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司法热点。昨日，最高法
公布了有关减刑假释的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
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
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新司法解释进行介绍。

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地区积极健全预防和解决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加大对欠薪突出问题的整治力
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邱小平坦言。

一方面，老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造成欠薪顽疾
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治理欠薪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
全，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仍很突出。

另一方面，新的挑战又逐步凸显。部分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进一步加大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难度。

据新华社电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
人民法院11月15日公开宣判安徽省
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受贿、滥用职权
案，对被告人韩先聪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 14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
民币 100 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 5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6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00 万
元；对韩先聪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7 年春节
前，人社部等 12 部门将在全国联合组织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专家认为，
除了专项检查，还应加快欠薪相关立
法。针对当前欠薪法律责任偏低的问
题，应尽快出台《企业工资支付保障条
例》。同时，应适时启动修订《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赋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部门
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使其有权查询欠

薪企业账户等资产，必要时可予以冻结，
增强行政执法强制力。

邱小平认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治本”之策，是依法按月足额发放工资。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刘亚臣说，开发单
位和建筑商应设立专门的工资发放账户，
专门用于定期支付工资款，主管单位对责
任单位进行监督，使工资月清月结。这一
措施如果能在全国推开，即便工资被欠，
最多也是一个月的工资。（据新华社电）

拒绝“潜规则”，让农民工享有同等待遇

一些基层干部介绍，在工程建筑领域，挂
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屡禁不绝，
大量无资质的劳务分包公司乃至自然人（包工
头）组织农民工施工，建设单位与农民工之间
形成了很长的“债务链”，导致支付工资的责任
主体难以落实，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或者出现
承包合同纠纷，处在利益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
就易成为欠薪的直接受害者。

除少数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案
件外，欠薪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难以起到震
慑作用。

其实，欠薪犯罪屡打不绝还有一些技术性
因素，例如维权成本过高。许多地方建立了工
资保证金、“黑名单”等制度，从实践来看，虽有
效果，但不理想。

老问题＋新挑战，形势仍然严峻

●临近年底，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形势如何？农民工讨薪

难在何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有
何良策？在我国启动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之际，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等相关

人士就以上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规范“减假暂”
工作回眸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
滕伟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最
高人民法院为了规范“减假暂”工
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提
出了“五个一律”工作要求，“五个
一律”是指对职务犯罪罪犯、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金融犯罪
罪犯等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审理工作，做到一
律立案公示，一律公开开庭审理，
开庭时一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或者有关方面的代表参加旁
听，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示，有违
法违纪行为的，一律从重处理。

另外，我国法院系统还建立
了原职务为副处级以上的职务
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案件报请上级法院备案审
查制度，要求原为县处级罪犯的
相关案件要报高级法院备案审
查，原为厅局级以上罪犯的案件
要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审查，目
的是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
对“减假暂”案件的指导和监督。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还
建立了“减假暂”案件典型案例
定期发布制度。2015 年 2 月，最
高法院正式开通了全国法院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实现了全国“减假暂”案件的信
息联网。 （据人民网）

《规定》出台背景
“前些年，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

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有权人’‘有钱人
’被判刑之后，减刑相对较快、假释及暂予监外
执行比例过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个别案件办
理违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甚至暗藏徇私舞
弊、权钱交易,对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损害巨
大，造成影响恶劣。”夏道虎在新闻发布会上作
了如上介绍，并表示，为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最
高法院迅速出台了一系列贯彻举措，比如建立
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建
立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开通全国法院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大力推动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审理工作更加规范、透明，有效提升
了司法公信力。这次新出台《规定》，就是要进
一步从实体上统一减刑、假释案件的办案
理念、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进一
步落实中央关于严格规范
减刑、假释工作
的部署。

直面农民工“讨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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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复杂，建筑领域仍是“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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