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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通报 2018 年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作情况
“十大出彩河南公安人物”

投票通道今开启

为 3.3 万名农民工追回 4.2 亿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首席记者 吴
倩 记者 王东 实习生 蒋子成）1 月 10
日，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8
年河南法院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
行工作情况及十大典型案例。会议由
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史小红主持。
通报称，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河南
各级法院按照省法院的统一要求，狠
抓贯彻落实，采取有力措施，倒排工
期，强力推进工作开展，2018 年全省法
院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2.21 万
件，为 3.3 万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4.2 亿元，受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案件 96 件，已审结 95 件，95 人被依法
判处刑罚。发布会还通报了全省法院
的具体做法：

●保持高压态势，严惩欠薪刑事犯罪，对隐匿财产、有能力支付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恶意欠薪者，果断
动用刑罚；

●加大执行力度，
及时兑付农民工工资，
对躲避执行、
有钱不还的
“赖账

户”
，
果断采取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司法拘留、
向公安机关移交犯罪线索
等措施，
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强化沟通协作，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加强与人社、公安、房管局等其他部门的联
动，
共同化解涉农案件。
●加强法治宣传，
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请让我来帮助你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
娅）昨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省司法
厅获悉，即日起至 2019 年春节前，省
法律援助中心将组织市县两级法律
援助机构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
民工”法律援助专项活动，引导其依
法理性解决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努
力让每一个农民工的家庭共度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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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的春节。
活动期间，我省各级法律援助
机构将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
部门搞好协作，突出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办好农民工请求支付
劳动报酬案件。对农民工因请求
支 付 劳 动 报 酬、工 伤 赔 偿、人 身 损
害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免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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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大雪纷飞，古城沈丘银装
素裹。1 月 9 日傍晚，沈丘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
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在辖区某酒店入住网上在
逃人员王某。
接到指令后，所长张文明立即召集当日值班民
警王振等人进行简短分析：110 指令很简短，很多信
息不明确，只给了犯罪嫌疑人一个身份证号码。其
身负什么样的案件、身上是否带有管制物品、是一人
入住还是另有随行等都不清楚，这给现场抓捕带来
困难。张文明一边部署，一边通过全国在逃信息网
查出王某作案情况和基本信息。经过分析后决定派
带班民警王振带领 4 名队员前去抓捕。
18 时 30 分，王振带领队员凌勇、晏晓盼、严川亚、
梁俊生赶往该酒店。初步侦查，该酒店所处繁华路
段，是县城一个较大的酒店。附近一个大型超市吸
引着周围居民出出进进，酒店两旁小商小贩很多，车
辆人流密集。更为复杂的是，附近道路有一在建大
桥，
车辆出入很不方便，
这一切给抓捕带来困难。
民警到达酒店后，立即叫来大堂经理简单介绍
了情况。这个酒店有前后两个大门，王振立即安排
队员晏晓盼、梁俊生守在前后门口，防止嫌疑人逃
窜。王振带领两名队员乘坐电梯上 7 楼嫌疑人入住
的房间实施抓捕。
然而，大堂经理打开房间，犯罪嫌疑人并不在屋
内。经询问得知，此房间为某公司开会用房，当时公

经济困难条件，确保农民工法律援
助绿色通道畅通，尤其是对农民工
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要当日受
理、当日指派。同时，在案件办理过
程中，法援律师将向农民工宣讲法
律援助制度，让广大农民工了解遇
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 12348 公共法
律服务热线获取无偿法律咨询。

雪夜抓捕
司正在二楼宴会大厅开会，
嫌疑人很可能在会场。
大堂经理带领民警来到会场发现，现场有 200 多
人，十分热闹。此时，如贸然闯入会场会对抓捕工作
带来困难。同时，在这么多人、这么大会场找出嫌疑
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再者，就算费很大劲儿找出嫌
疑人，
在这样一个场面也不好抓捕，
不好带离。
这时，会场响起主持人洪亮的声音：
“ 会议进入
抽奖阶段……”王振灵机一动，与该公司负责人沟
通，让公司负责人以现场随机抽取几名幸运观众的
方式将犯罪嫌疑人王某喊到讲台。
一番周密安排部署之后，在犯罪嫌疑人王某兴
致勃勃登台领奖后准备返回座位时。提前伪装成公
司内部人员的队员凌勇将王某喊住，热情地说：
“王
先生，祝贺你成为今天最幸运的观众，晚会为你准备
另外一份大礼，
请跟我到后面领取。”
王某一听，毫无戒备地跟着凌勇往后门走。来
到门口，嫌疑人一看情况不妙，欲转身逃离。此时，
早已守在会场门口的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抓获。
因盗窃货车柴油被网上追逃的王某万万没想
到，在大雪之夜，他还是栽在了沈丘民警手中。整个
抓捕过程精彩曲折，
着实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下意识地看了下时间，
此时已是10日凌晨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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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1 版）要认真贯彻落实“检察
发展要稳进”要求，着力推进高检院
和省院转型发展决策部署全面落地
生根。要认真贯彻落实“狠抓自强
不放手”要求，着力推进建设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检察队伍。
顾雪飞指出，省委十届八次全
会是在我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省检察机
关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要围绕更好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不懈推动检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营造安全
稳定社会环境，认真做好检察环节
维稳各项工作；要围绕保障省委部
署的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落实，找准
服务保障工作载体和抓手；要围绕
增强服务保障实效，进一步改进司
法办案方式方法，提升服务水平；要
围绕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
责任，持续深入打好自身建设“三场
硬仗”
，为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绿色通道，
坚持快立、
快审、
快结、
快执，
优先立案、
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

我省开展
“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活动

普法竞赛惠民生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跃
华）昨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举办的“人社普法惠民生”
全省人社
系统法治知识竞赛决赛在郑州举行。
决赛以“建设法治人社、提升
法治素养”为主题，试题内容以宪
法、党内法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法律法规为主，省内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相关政策和法律通用知识为
补充。竞赛旨在深入宣讲宪法、宣
传人社领域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
全省人社系统干部职工的法治思
维、法治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公
众可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通过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河南 12333
等微信公众号或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官网、
“ 人社法治知识竞赛”
小程序等多种方式参与网络答题。

●多措并举，
高效办理涉农案件，
全省三级法院畅通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十
▼大典型案例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井春
冉）1 月 10 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省
公安厅了解到，由省公安厅主办的
“十大出彩河南公安人物”推选活动
自 1 月 11 日起正式开启投票通道。
自 2018 年 10 月份起，省公安厅
在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出彩河
南公安人”集中宣传活动，先后推树
200 多名公安先进典型，从中推选
出 50 名候选人进入投票环节。推
选活动将持续到 1 月 17 日，在此期
间，广大群众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投票：一是通过省公安厅官方自媒
体平台——河南警方头条号、
“平安
中原”和“湛蓝心部落”等微信公众
号，点击“出彩豫警”专栏进入投票
页面，为候选人投票。每人每天可
投 10 票，不限人数。二是通过网站
投票。新浪河南设置“十大出彩河
南公安人物”评选网页，刊载 50 名
候选人资料。每人每次投票不超
10 人，每天可投 3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