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放农民工工资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冀荣在人代会上郑重承诺实施维护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天平计划"

信阳两级法院实施!天平计划"#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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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对卢柱来说是一个难忘的

日子$ 一吃罢午饭#他就叫家人帮他梳洗整理%换

上最为体面的衣服# 然后坐在轮椅上在家静静等

待着&&上午#固始县法院打来电话#说他的最后

一笔
&'&$

万元的工伤赔偿款执行到位了#下午就给

他送过来$

不久#固始县法院的法官来了#如数签收完赔偿

款后# 因打工摔伤致瘫的卢柱再三要求家人扶他起

来给法官作揖示谢# 当法官告诉他不需要时#

!!

岁

的小伙子泪流不止$此情此景#让法官也流下了感动

的泪水$

这是司法为民之心与群众感激之心相互交融的

和谐一幕#是信阳两级法院实施!天平计划"三年来

的一个缩影#也是信阳两级法院法官办案的心声'我

们不能避免农民工兄弟权益受到侵害#但是#我们会

尽最大努力把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到位$

三年来#信阳两级法院开拓创新#围绕农民工合

法权益的保护多措并举# 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双重收获#其在实施!天平计划"中的具体做法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农民工送去执行款

巡回审判

!天平计划"规定#凡涉农民
工案件当日立案#当日送到农民
工维权合议庭#依法多适用简易
程序#尽量缩短办案期限#做到
快审快结$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
原则上在

(

个月内审结#而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规定#涉农民工
案件庭审结束后

(

天内进行合
议#优先汇报#尽早结案#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案件要在一个月内
审结#尽最大努力降低农民工的
维权成本#减轻农民工诉累$

据了解#

(

年来# 信阳两级
法院共审结涉农民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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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平均办案周期仅为
!)

天#高
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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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高应定

在罗山县紫东庭苑建筑工地施
工时# 因线管断裂从四楼摔下#

致腰部骨折#造成九级伤残$ 高
应定向光山县开发公司%光山县
建筑公司索赔未果#起诉到罗山
县法院$

罗山县法院受理该案后 #

承办法官立即通知召集原 %被
告到庭#详细询问案情#找准了
问题症结 #确定了 !先引导 %再
疏导 %后沟通 "的调解思路 #通
过向原 %被告辩法析理 #使原 %

被告的对立情绪逐步缓解 #仅
用

(

天时间# 就促使双方达成
了一致意见# 两被告一致性赔
偿原告各项损失

!'(*

万元 #并
当场兑现完毕$

信阳两级法院成立了涉农
民工合法权益专案执行组#实行
!优先执行%快执行"#对工伤%拖
欠劳动报酬事实清楚#数额明确
的案件# 优先适用先予执行措
施#对农民工申请执行有财产给
付内容的其他案件#综合运用司
法%行政等多种手段#最快%最大
限度地给予解决$ 三年审结的
!)*+

件案件中 # 已执行
!)!!

件 #执结率为
%)'%,

#其中拖欠
农 民 工 工 资 案 件 执 结 率 为
#--,

#执结
!)%&'*

万余元#有效
维护了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信阳源泰建筑有限公司
与徐智明等三人欠款纠纷一案
中#信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三被告

偿还源泰公司各项费用共计
)-

余万元#其中的
+.

万元为
()

名
农民工工资$ 判决生效后#三被
告拒不履行义务#其中一被执行
人为了躲避执行下落不明$

为了帮助
()

名农民工早日
讨回工资# 法官放弃休息假日#

多渠道% 多方法查找执行线索#

经过与被执行人
!#

次面对面的
交锋#被执行人终于同意履行义
务#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并履
行完毕$

()

名农民工领到工资款
后#将一面写有!依法执行为企
业护航% 不畏艰辛心系农民工"

字样的锦旗送到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表示感谢$

很多农民工与用工方存在
着亲友关系%工友关系或熟人关
系#当农民工与用工方以诉讼的
方式解决纠纷时#往往会影响农
民工以后的务工关系#为了既维
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不影响
农民工日后的务工关系#为广大
农民工营造构建和谐的务工环
境#信阳两级法院注重把调解作
为结案的首要方式#大力开展诉
前调解% 诉中调解和庭后调解$

在三年来审结的
!)*+

件案件
中#调解%撤诉结案的

!##.

件#

调撤率为
.('&,

#有力地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

!--%

年春节前夕# 何某在
固始县投资兴建的民办大学投

资款未到位#来自不同市地的千
余名农民工急等着领钱回家过
年#将何某告上了法庭$ 为了让
农民工尽快拿到应得的报酬 #

!--%

年
#

月
!!

日#固始县法院
成立了

#-

余名法官的诉前调解
工作组#在距春节前

*

天达成交
付工资协议及工资分配方案$

由于投资方暂时无力筹足
工资款#固始县法院将情况向固
始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政
府召集有关部门和投资方代表
进行协调# 筹集资金

!)-

余万
元# 固始县法院根据拖欠数额#

依照达成的工资分配方案逐一
分配#让农民工赶在春节之前高
高兴兴地踏上返乡的路$

信阳两级法院在强调涉农民工案
件每案必调的同时#还把结案后对农民
工案件进行回访作为强化农民工案件
审理效果的一项有力手段#实施!天平
计划"两年来审结的

!.%&

件案件中#除
了少数当事人外出打工无法联系到的
外#全市两级法院共回访案件

!.+-

件#

回访率达到
%*'&,

$ 在听取农民工对案

件审理%执行的意见和建议后#全市两
级法院不断改进案件审判质量#切实提
高了农民工朋友对案件审理的满意度$

今年三项重点工作提出要深入推
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这不仅为!天平
计划" 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指导方向#

也使!天平计划"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事
实上#信阳两级法院实施!天平计划"三

年来#不仅很好地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还以巡回审判%回访当事人和工
地普法等形式为依托#走近农民工能动
司法#化解了大量涉及农民工的矛盾纠
纷#推进了三项重点工作的开展$ 据了
解#三年来#信阳两级法院共开展巡回
审判

#*).

次#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
片#和谐一方的良好效果$

由于农民工大多属困难群体 #在
受到工伤或工资被拖欠时大都经济困
难#无力承担诉讼费#往往有理打不起
官司$ 为了保障农民工的诉权# 信阳
两级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活动 #对
经济确有困难的农民工依法减% 免诉
讼费$ 实施!天平计划 "三年来 #全市
两级法院共为农民工减免诉讼费

#+.

万余元# 确保了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农民工打得起官司$

除依法减免诉讼费外# 信阳市两
级法院还探索实行特别救助金制度 #

对生产% 生活特别困难的农民工当事
人和对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申请
执行的农民工经济确有困难的实行特
别救助$

此外#针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家中
只有留守子女的情况# 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把农民工留守儿童纳入送温暖
范围#积极开展帮扶留守儿童活动#帮

助解决他们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
难# 使其学习不受影响# 成长不受影
响$

实施 !天平计划 "三年来 #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冀荣每年春节前
夕均到项店中心学校看望留守儿童 #

并送去慰问金和学习用品$ 各县%区法
院也采取相应措施# 对所辖地区留守
儿童进行帮扶# 受到广大农民工的普
遍称赞$

活动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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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计划重在总结推广

执结率'

8938:

执行重在维护到位

调撤率'

7;<2:

效果重在构建和谐

回访率'

86<2:

教育重在矛盾化解

减免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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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救助重在司法为民

近年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

镇化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

工# 农民工作为城镇中的弱势群

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

发生$ 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营造和谐的务工环境#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
!--.

年
&

月
##

日出

台了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

!天平计划"#从成立农民工维权专

门合议庭%快立案%快审理%快执

行%加强巡回审判%加强诉讼调解%

送法到农家%对农民工案件进行回

访%开展司法救助等九个方面强化

对农民工的司法保障力度$ 截至

!-#-

年
&

月
#-

日#信阳两级法院

实施!天平计划"共审结涉农民工

案件
!)*+

件# 涉及农民工
#((*#

人# 为农民工挽回损失
((*+

万余

元#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良好$

!天平计划"

!

新闻名词

今年
(

月#省高级人民法院部署开
展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月"

活动# 信阳市两级法院以该活动为契
机#及时研究部署#迅速组织实施#推广
!天平计划"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妥善化
解了一大批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

据统计#当月全市两级法院共排查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

*)

件 # 涉及农民工
#++

人#涉案金额
!*++%&-

元$截至
(

月
(#

日#立案的
*.

案全部办结#其中立
案和审理环节的

!+

案中# 调解% 撤诉
#.

案#调撤率达
.#,

$

信阳市 河区法院陈富文等
#!

名
农民工申请执行葛培华拖欠工资一案
执行起来非常棘手&被执行人葛培华系
下岗工人#生活无来源#葛伙同几人开
办了一个采石场#由于缺少资金%管理
不善#石场亏损#拖欠陈富文等

#!

人工
资近

.

万余元无力偿还$陈富文等人要

求拍卖石场#而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又系
同村人关系$本着既要保护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又不能因执行拖欠农民工工资
而使企业陷入困境或倒闭的精神#执行
小组认真分析案情#分别跟双方说理释
法#多次与当事人沟通#根据申请人具
体情况提出三套执行方案$最终在法院
主持下#

#!

起案件#

.

起当日执结#另
*

起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终结$

不让农民工兄弟流汗再流泪#在今
后的工作中#信阳中级人民法院将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司法为
民的职能作用#继续深入推广!天平计
划"#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坚定的信
心#更加细致的努力#扎扎实实做好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为促进信阳经
济平稳又好又快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平安信阳#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平均办案周期'

19

天
审判重在提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