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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久拖不发
部门协调挽回农民工损失

“没想到案子这么快就结了，工资也帮

咱们追回来了。”6 月 16 日上午，在市劳动

监察支队会议室，8 名工人正耐心地等待着

部门工作人员的到来，期间大家有说有笑，

难掩内心的激动。

刘先生告诉记者，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

期间，他与其他 7 名工友在某房地产公司

开发的工地上务工，工程结束后，该公司却

对发放工资一事只字不提，并以各种理由

推脱，经过核算，共拖欠 8 名农民工 36000
元。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向市劳动监察支

队寻求帮助。

接到报案后，市劳动监察支队立即组

织工作人员前往该公司进行核实调查，发

现刘先生及其他 7 名农民工反映属实。为

此，市劳动监察支队工作人员立即责成该

公司将刘先生等 8 人的工资如数发放。经

过协调，该公司迅速对所欠工资进行核对

核算，最终将拖欠的 36000 元工资放进了农

民工的“腰包”。

强化欠薪问题源头治理
上半年追回工资2450万元

据了解，2019 年上半年，全市行政调解

简单劳资纠纷 186 件，查处举报投诉案件

272 件，为 1919 名劳动者追讨工资 2450 万

元，督促企业为 34 名职工完善了社会保

险，清欠社保费 94.3 万元，对恶意拖欠工

资、违反社会保险征缴等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的 15 户企业予以行政处理（罚），及时有

效地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据市劳动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市劳动监察支队不断强化欠

薪问题源头治理，建立健全了治欠保支管

控机制，确定了 11 名市本级入场律师，进

一步强化了农民工维权联运机制。同时，

畅通了欠薪问题举报受理渠道，实施了欠

薪争议纠纷快裁、快审、快结制度，深化了

住建、公安、维稳办、热线办信息交流沟通，

及时跟踪欠薪矛盾纠纷发展演变动态，掌

控欠薪网络舆情变化，有效地化解处置了

劳资矛盾纠纷。期间，市劳动监察支队还

持续开展了欠薪隐患梳理排查和专项执法

检查，并对标中省 2018 年度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考核细则，理清了欠薪隐患和

矛盾，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实施了重点监

控，建立了欠薪台账，明确了包案领导和化

解处置时限。同时，积极化解了沉积案件

和农民工诉求，并通过宣传劳动保障法进

工地、进社区等形式，提高了老百姓的法律

和维权意识。

多项举措“并驾齐驱”
打击欠薪行为不手软

“下半年任务虽然更加艰巨，但对于治

理欠薪问题，劳动监察部门绝不手软。”据

该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市劳动监察支队将

按照陈积案件专项化解处置活动实施方

案，持续推进全市陈积案件化解处置，并对

照陈积案件工作台账逐一督查督办，确保

陈积案件及时有效化解。同时，按照市联

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落实治欠保支工作关键

核心指标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组织开展落

实治欠保支工作六项关键核心指标专项治

理活动，并实施法律援助律师进工地、联席

会议联络员和治欠保支欠薪情况月报告制

度，及时掌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动态信

息。期间，也将实施重大案件曝光、“黑名

单”管理、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银

行征信等联合惩戒措施，提升打击、制约、

惩戒企业欠薪行为力度。

该负责人称，下一步，市劳动监察支队

将大力推进我市治欠保支核心任务落实，

力争做到即建工程项目业主和总承包企业

建立做实工资专用账户率达 99%、总承包

企 业 受 委 托 直 接 发 放 农 民 工 工 资 率 达

95%、总承包企业按月足额实名实人发放

工资率达 99%、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100%无

欠薪，努力实现 2020 年我市农民工工资基

本无拖欠的目标。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最新进展
曝光问题已妥善解决

7 月 10 日，在大英县蓬莱镇忠荣村，记

者看到情况相比以前已有了极大好转，弃

土场周边道路两侧堆积的大量生活垃圾和

装饰垃圾已被彻底清理；原本浑浊发黑并漂

浮大量生活垃圾的水塘也已被清理；在弃土

场入口处，新增设了相关告示牌，提醒弃土

场已关闭不得倾倒建筑垃圾，现场还有执法

人员巡查，防止有人再度乱倾倒垃圾。

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出现垃圾乱倾倒行为，也暴露出城区装

饰垃圾倾倒不便的问题，为此，大英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城区内适当地区设立了建筑

垃圾集中收集点 8 个。

而在玉峰镇高屋基村，原本堆放垃圾

的垃圾池已改建成了一座封闭式的垃圾

屋，周边垃圾也得到了有效清理。在观音

社区场镇上，原本每户用于垃圾收集的箩

筐、塑料桶也不见了踪影，换成了崭新的绿

色垃圾桶，现场也随处可见环卫工人的身

影，正在对场镇街面垃圾进行清理。

记者也从玉峰镇政府了解到，针对曝

光的问题，玉峰镇加大投入，一方面对高屋

基村原有垃圾池进行改建，新建 4 个封闭

式垃圾屋，在观音场镇新增 30 个垃圾桶用

于场镇垃圾收集，并增添了环卫保洁人员；

同时对垃圾清运时间进行严格要求。

以点带面
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清运监管力度

“玉峰镇农村生活垃圾清运慢问题的

暴露，给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敲响

了警钟。”大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

副主任彭勇介绍，针对该问题，大英县对全

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展开了全面排查，并

对类似问题进行全县通报，督促整改到位。

彭勇表示，下一步大英县将高度重视

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工作，进一步加大农村

生活垃圾清运保障力度。一方面在制定科

学、系统的生活垃圾清运管理机制上，进一

步完善垃圾收集、清运设施，加强垃圾清运

经费保障，确保垃圾清运工作正常运转；另

一方面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宣

传教育，引导广大村民自觉参与到垃圾分

类收集工作当中，减少农村生活垃圾产量。

“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工作是一项常态

工作，相关问题也极易反弹。”彭勇表示，作

为县级牵头部门，大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

理办公室还将全面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清运

工作督查督办，加大对乡镇、村组生活垃圾

清运工作的暗访抽查频率，每月按照第一周

暗访督查、第二周整改反馈、第三周回访提

醒、第四周考核排位的循环模式，全面加强

农村生活垃圾清运监管力度，提升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水平。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船山区值守“聚焦民生 · 热线问政

——局长（主任）值守热线”》追踪

市城区滨江路350平方米的建筑
涉嫌违建被立案调查

6 月 21 日，由市效能办、市热线办、遂宁日报社

联 合 主 办 的 2019 年 第 五 期“ 聚 焦 民 生·热 线 问

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活动举行。活动现

场，有市民反映市城区盐市街外的滨江路君豪怡都

片区违建成片的问题。7 月 9 日，记者了解到，君豪

怡都片区和斗城明珠片区共 350 平方米的建筑因涉

嫌违建被立案调查。

限期一周之内整改
业主没有任何回应

“君豪怡都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茶楼，10 多年前，

该茶楼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将店面往外扩张，据我

们测量，扩张的面积约为 150 平方米。”9 日，通过船

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育才路执法大队大队长邹雷

的指引，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涉嫌违建的 150 平方米

建筑已和原本的茶楼融为一体，具有隐蔽性，加上

茶楼旁边就是滨江路的绿化带，更为这涉嫌违建的

150 平方米建筑打了“掩护”。

“也许正因为其隐蔽性，一直以来，我们都未接

到过关于君豪怡都违建的投诉。”邹雷介绍，市民将

此事反映到值守现场后，该大队立即对此事展开调

查，并对君豪怡都涉嫌违建的情况下发了自行整改

通知书，要求其在一周之内出具合法手续，如没有

合法手续，则在一周之内完成自行整改。

如今，距育才路执法大队下发自行整改通知书

已有半个多月时间，君豪怡都业主对此没有任何回

应。

涉嫌违建共350平方米
已进入立案调查阶段

除了君豪怡都外，旁边的斗城明珠片区也存在

类似的问题。一楼的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在 10
多年前将店面向外扩张，做起了茶楼、餐饮等生

意。和君豪怡都片区相比，斗城明珠片区涉嫌的违

建更加杂乱。据育才路执法大队统计，斗城明珠片

区涉嫌违建的业主共有 3 家，面积大约有 200 平方

米。

“由于两处违建跨度时间较长，情况复杂，所以

我们安排了专人进行调查，也将联合相关部门调查

君豪怡都片区、斗城明珠片区的房屋产权等情况。”

邹雷表示，目前，这两处涉嫌违建的建筑都已进入

立案调查阶段，该大队也将根据调查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置，并对违法当事人或单位进行逐一询问

核实，然后报请上级部门进行相应处置。

“和现在相比，10 多年前的城市管理相对较松，

这两处涉嫌违建正是钻了城市管理的空子才会成

了既成事实。”邹雷提醒，市民一旦发现违建，要尽

快举报，执法人员也会第一时间调查处理，力争将

违建消灭在萌芽状态。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2 0 1 9 年首期《阳光问廉》追踪：

大英县部分村镇卫生环境差问题已整改

上半年，我市严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行为

为1919名劳动者追讨工资2450万元
“你们面对的欠薪案件很

多，我的钱虽不多，但你们依然
尽职尽责为我讨说法，为群众办
事实，谢谢你们。”前不久，市劳
动监察支队收到了一封农民工
的感谢信。原来，一公司故意拖
欠该农民工的加班费和三个月
的工资，最终在市劳动监察支队
执法人员的帮助和协调下，他如
数拿到了工资。2019年上半年，
我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通
过多种形式打击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不法行为，共为1919名劳动
者追讨工资2450万元，有效维护
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日前，2019 年首期大型调查类全媒体直播节目《阳光问廉》开播，当期节
目围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的主题，对大英县蓬莱镇忠荣
村弃土场建筑垃圾乱倾倒、玉峰镇高屋基村和场镇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
进行了曝光。对此，大英县立行立改，不仅妥善解决了曝光问题，还将以此为
契机，全面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清运监管力度，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

玉峰镇高屋基村垃圾池已改建为封闭式垃圾屋

玉峰镇观音社区场镇新增 30 个垃圾桶 君豪怡都片区涉嫌违建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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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工发放被拖欠的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