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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出现的
!暴力付薪"#!暴力讨薪"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类
似"某老板欠薪潜逃#或"某地农民工
集体讨薪$的新闻% 而最近发生的几
件事表明!暴力元素阻挠工人讨薪事
件的发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

名湖北农民工在陕西临潼
讨薪遭殴打的事件还未了结!广东江
门再次出现讨薪者被打的新闻&'广
州日报(

"

月
#

日报道!

$

月
%"

日!广
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的

&'

多名工人
来到该公司项目部!要求老板发放拖
欠已久的工资%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
是!老板在带来工钱的同时!也纠集
了二三十个全身都有文身的打手!讨
薪工人只有经过他们的 )拳头风暴$

之后才能拿到工钱!部分*讨薪积极
工人$还要额外遭遇被围殴的命运+

"纠集$,"打手 $,"文身 $,"围
殴$! 这些黑帮电影里经常出现的
暴力元素!让这些急着拿到 "辛苦
钱$的工人尊严尽失!也让那些恃
强凌弱的老板们多了几分匪气 +

"暴力付薪$的他们!俨然已经与黑
社会无异+ 那么!老板"暴力付薪$!

农民工"暴力讨薪$!是"无奈之举$

还是"法不完备$呢-

!暴力讨薪"

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

"暴力付薪$,"暴力讨薪$ 为何
一再被我们关注! 到底是制度的缺
失还是社会发展使然- 层出不穷的
农民工暴力讨薪事件已经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 那么到底是哪些缺陷使
得农民工不得不这样铤而走险呢-

长期关注民生的'大河报(记者
王灿说! 首先! 在劳资双方的地位
上! 每天奔走于施工第一线的农民
工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始终处
于弱势地位! 有很多工人不仅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 甚至连最基本的劳
动保护措施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其次!机制的缺失+ 虽然如今
各地都成立有劳动监察部门!但这
些行政机关的执行效力如何还需
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何农民工无
处伸冤时便会总觉得"官商勾结$-

所以!能不能为农民工解决实际问
题才是机制合不合理的关键+

再次!虽然有法可依但欠缺合
理性+ 有位知名律师曾举例说!以

老板!暴力付薪"农民工!暴力讨薪"

!

记者 孙 燕 通讯员 徐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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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

二
)

(为例 !农民工如果被欠
薪! 在没有其他劳动争议的情况
下!可以以欠薪条为证据!直接向
法院起诉! 而无须经过仲裁程序+

最高院发布此司法解释的本意是
好的!但是可曾想到!农民工连吃
饭回家的钱都没有了!何以付出高
额的成本打官司呢-

完善刑事立法
增加拖欠工资违法成本

"当前!企业主拖欠工资的违法
成本相对较低+ 企业主就算是输了
官司! 赔偿金甚至还不如将欠薪存
银行的利息+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李冰告诉记者!"香港特区相关
法规规定! 不按时支付工资及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时的补偿金!最
高惩罚是罚款

*+

万港币和监禁三
年+ $实践中!这样的惩罚力度对恶
意欠薪者是很有威慑力的+

李冰认为 ! 国家必须完善立
法! 将欠薪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
度!才能产生足够的震慑力+ 他建
议!可考虑在'刑法(侵犯财产罪一
章中增加故意拖欠工资罪+ 对企业
故意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视情节
对其直接责任人处以有期徒刑,拘
役或管制!对企业按拖欠工资金额
的倍数处以高额罚金+ 如果认为目
前制定新的罪名没有必要!可以考
虑将'刑法(或司法解释中对原有
的侵占罪进行合理的修改或扩大
解释!对一些故意拖欠并有非法占
有故意的!可以侵占罪追究有关责
任人的刑事责任!还可考虑并处罚
金+ "欠薪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非

法占有别人的财产! 从刑法的角度
讲也是违法的! 刑法中应该有相应
的条款!对恶意欠薪者进行惩罚+ $

一个明显的法律空白是! 对于恶意
欠薪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刑事责任+

没有刑事责任就意味着! 欠薪不是
犯罪!即使是恶意欠薪行为再严重,

社会危害性再大也不能判刑+

他同时指出!法律也没有规定恶
意欠薪行为的行政责任!而没有行政
责任则意味着!无论欠薪者拖欠工资
几年! 都不用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比
如罚款,拘留,吊销营业执照等相应
的惩罚+ 只有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范
围!才能够对恶意欠薪者产生足够的
威慑力!才可以让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大大降低+ 不管是从立法还是司法层
面上来讲!将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犯
罪!都非常必要+ 这不仅体现了法律
的公平原则!也完全符合刑法的立法
精神+ 但需要注意的是!将恶意欠薪
确定为刑法中的一种犯罪行为时!一
定要注意区分界限!我们惩罚的是恶
意欠薪行为!而不是将所有欠薪行为
都作为犯罪来处理+

应对农民工讨薪难
基层人民调解大有可为

"暴力付薪$,"暴力讨薪$层出不
穷!凸显出我国当前客观上依然存在
农民工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毋庸置
疑! 国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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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的'人民
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幅降低了
小标的纠纷诉讼收费标准!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诉讼费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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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生效的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则彻底取消了劳动仲裁收费+

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但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暴力讨薪$这个社会
问题+ 对此!郑州市司法局宣教处处
长毕娜认为! 劳动者虽然在仲裁或
诉讼中可以缓交费甚至不交费!但
是因仲裁, 诉讼而发生的其他费用
如交通费,食宿费等不能得到补偿!

仍然会阻碍其寻求司法救济! 而且
搜集证据的艰难和诉讼道路的漫
长!再加上执行难都是问题+

毕娜说!纠纷的解决不外乎"诉
讼$与"非诉讼$两种方式+ 非诉讼纠
纷解决方式是成本较低的纠纷解决
方式+ 而被西方法学界称之为"东方
经验$的人民调解作为司法行政工作
的一项主要职能!是一种特别有效的
非诉解决纠纷的手段+ 人民调解!又
称诉讼外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
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
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
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
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

消除纷争的活动+它在处理农民工法
律援助案件时!可以与诉讼手段互相
衔接与融合!形成功能互补,相互协
调的有机体系!更能及时有效地解决
纠纷!避免或减少诉讼!促进社会和
谐+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乡镇.街道/及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
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
层人民政府和基层司法行政部门指
导下进行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
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已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
合同性质% 据此!如果一方当事人违
约!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应
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
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另据了解!人
民调解法草案已于今年

-

月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了
人民调解与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衔
接制度!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的
调解协议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
者未全部履行的!他方当事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们有理由
相信!今后!人民调解制度将为农民
工讨薪带来*福音$%

解决农民工讨薪难
必须!多策并举"

*之所以会出现 0暴力付薪1现
象!除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
的弱势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些企业老板暗中和黑恶势力

有所勾结! 甚至他们本身可能就是
黑恶势力% 他们或多或少地需要一
些0暴力手段1来吓退那些讨薪者!

让他们变得服帖和甘于吃亏% 相对
0暴力付薪1! 农民工为了讨要自己
的血汗钱! 被逼无奈! 只好铤而走
险!以身试法% $河南省针石律师事
务所律师古成进认为! 解决农民工
讨薪难必须"多策并举$%第一!加强
立法%在我国有一个怪现象!在农民
工暴力讨薪之后! 农民工受到了法
律的追究! 而拖欠工资的老板们却
依然能够悠然地生活着%因此!建议
我国立法机关对恶意欠薪这种行为
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严厉追究!

使故意或恶意欠薪的单位或者个人
受到法律的严惩%第二!加强政府监
管!从基层抓起%广大农民工一直工
作在城市的第一线! 基层政府部门
应当建立起有效的登记机制! 对可
能存在拖欠工资现象的每个区域,

每个行业进行有效登记! 以此预防
拖欠工资事件的发生% 加大劳动监
察部门的执法力度%虽然各个地区
都有自己的劳动监察部门!但人员
不足,资金缺乏是个普遍现象% 所
以!提高劳动执法部门的执行能力
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方法之
一%第三!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定期对农民
工及其雇主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以
'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为依据!

一方面对雇主进行法律培训!要求
其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2 另一方
面!对农民工进行警示教育!要求
其在权利受到侵害之时要懂得用
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第四!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
系+ 在我国!三角债的现象非常普
遍!当发包方拖欠承包方资金的时
候!并不是雇主故意拖欠农民工工
资!但这些三角债却使农民工成了
最终的受害者+ 对此!建立一个完
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尤为重要+政府
职能部门定期对此信用体系进行
清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予以重罚+ 第五!严厉打击涉黑
性质的欠薪单位与个人+ *先扇耳
光再发薪$这样的事件!已经严重
损害了农民工的尊严+因此对涉黑
性质的行为一定要从严治! 从重
罚!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第六!完
善社会监督制度!构建和谐劳资关
系+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的社会
监督职能!有问题时早发现!早解
决!使劳资双方共建和谐+

广告刊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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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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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76688298

根治不好!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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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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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城东路东里路交叉口路东即到

绝招
专治

不愈

双倍
退款

阳痿早泄是性神经衰弱和垂体内分
泌机能低下#失调所致$ 河南省中医
离退休专家门诊部针灸科采用绝招
治本疗法调理内分泌和性神经机能
迅速恢复正常% 十天内从根本上治愈
阳痿早泄顽症$ 可交费一次治疗一次%

边交费边治疗边体会疗效% 病人没有
风险$ 也可签订协议%不愈双倍退款$

新 技 术 乳 腺 抗 体 种 植 疗 法 ! 已 获 国 家 专 利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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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后可使患者产生防止癌细胞形成的抗体!使
患者一生不患乳腺癌!并能很快消除乳房胀疼!乳腺增生,纤维腺
瘤,男性乳房发育症等各种乳腺病!种植后!十年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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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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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陇海路与嵩山路交叉口测绘医院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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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朱顺玲#田秀娥#吕新景#

孙文奇%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