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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体向上合格率近半

教师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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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7日讯 欠了员工12万
元工资，株洲一制衣厂老板竟然连
夜逃了，拒不支付，最后被公安抓
获，并被提起公诉，成为湖南首例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的被告。

今天下午，省高级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近年来为农民
工维权十大典型案例。 法院提醒，
提起公诉后就算给了工钱，同样须
定罪。

欠薪12万，获刑还罚款
一年多前，株洲人邹文（化名）

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因拖欠工资入
狱。

2011年12月， 在株洲开一家
制衣厂的邹文因经营不善，拖欠了
22名员工12万元的工资，他偷偷请
人把摩托车、洗衣机等值钱的东西
拖走后， 自己躲回了邵阳老家。劳
动部门责令邹文限期支付工资，邹
文换了手机号码躲了起来，员工们
只得报警。

不到一个月，邹文被公安机关
抓获，随后他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被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批准逮捕。
2012年5月， 芦淞区法院一审

宣判， 判处邹文有期徒刑一年半，
并处罚金4万元。邹文不服上诉，同
年8月，株洲中院终审裁定，维持原
判。

被公诉后再付钱也要定罪
被公诉后，马上把工资付了能

脱罪吗？ 省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样须定罪。

2011年8月， 郴州一房产公司
老板林某承建一小区住宅工程，欠
下近14万元工钱后跑了。 一个月
后，他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在法
院审理案件期间支付了全部的工
钱，仍然被郴州北湖区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石时态建议，农民工在遭遇
工资拖欠等问题时，及时向当地劳
动部门求助，一旦出现包工头或老
板逃匿，应向公安机关报案。今后
省法院将加强跟银行、公安、房产
等部门合作，加大执法力度。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文闻

黑老板欠薪12万获刑，再罚4万
湖南十大农民工维权案例公布 通报我省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2年长沙市民最关注哪些法律热点？1月7日， 长沙市司法局发布12348法律咨询热线
2012年的咨询热点。婚姻、房子已连续几年领跑热点榜，银行诈骗相关信息“异军突起”。

去年，12348法律咨询热线共接待咨询33691个。其中婚姻家庭问题仍居咨询榜首，占近两
成；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人身损害都是热点；银行卡诈骗、短信诈骗等成新热点，社保补贴金、
车子退保险、邮包被扣押等诈骗借口层出不穷，诈骗电话甚至打到了12348法律咨询热线。

12348热线律师提醒，市民在生活中不要贪图小利，轻信他人。接到来历不明的电话要提高警
惕，一些特殊号段号码如“110”等要谨慎应对。执法机关在办案时不会在电话中要求转移银行存款。

长沙市司法局发布2012五大法律咨询热点
“婚姻房子”最“头疼”

资讯集装

本报1月7日讯 今天上午， 在株洲
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
会议上，刘力量当选株洲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群当选株洲市人民政府市长。

在1月6日闭幕的株洲市政协八届
一次会议上，黄曙光当选新一届株洲市
政协主席。 ■记者 李永亮

王群当选株洲市市长

本报1月7日讯 1月4日上午8时30
分左右， 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
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 袁厉害收养的
孩童中有7人不幸丧生。

1月6日，民政部下发《关于主动加
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
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用1个月时间，对
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大排
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长沙市民政局目前已向辖区内所有
孤儿收养机构下达了安全检查的通知。
据登记， 全市没有个人和民间组织收养
孤儿， 所有孤儿都被送往长沙市第一福
利院、长沙市第二福利院、宁乡县社会福
利院和浏阳市社会福利院四处福利机
构， 其中仅市第一福利院目前共收养了
500多个孤儿。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柳青青 姜量

孤儿收养机构安全大排查

本报1月7日讯 2012年12月24日，
我省2012年度“送温暖献爱心慈善一日
捐”活动在省民政厅启动，号召市民捐出
一天的工资帮扶弱者。截至今天，省慈善
总会共收到捐款60余万元，同时向全社
会发出倡议， 希望社会各界爱心单位、
爱心人士伸出无私博爱之手， 加入到
“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来。

省慈善总会账号如下，开户行：中国
银行东风路支行； 户名： 湖南省慈善总
会； 账号：582057360949； 联系电话：
0731-84534860。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姜量 杨柳青青

“慈善一日捐”筹得60万善款

长沙体育中考新方案取消掷实心球项目

男考引体向上，女考仰卧起坐
本报1月7日讯 今年开始，长沙市

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项目有新调
整：男子引体向上、女子仰卧起坐成必
测项目，取代之前的实心球项目。长沙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调整旨在
通过对学生的力量训练， 提高身体素
质。

考试必测三项
今年体育中考的时间是4月，考试

地点在长沙市实验中学和长郡双语实
验中学。考试内容包括三项：1000米跑
（男）、800米跑（女）；引体向上（男）、 仰
卧起坐（女）；篮球运球、足球运球、排球
向上垫球（考生自选一项）。每名考生
需在半天时间内完成考试。

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共50分，平时体
育考试成绩6分，统一体育考试成绩：长
跑（16分）， 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12
分），球类自选（16分），共44分。

引体向上一次3个为及格
今年是长沙市首次将引体向上和

仰卧起坐纳入体育中考必考项目，男

生一次做3个引体向上，算及格；女生
一次做25个仰卧起坐，算及格。如果要
拿满分，男生需做8个，女生需做45个。

考虑到一些小胖墩可能一个引体
向上动作都不能完成的情况， 评分标
准有个人性化的规定：0.5次也给予3
分。0.5次是指考生从直臂悬垂开始，有
正确的引体动作和正确的下杠动作，
但未完整完成一次。

长沙市教育局学生工作处处长王
瓦利介绍，中长跑测试耐力，作为必考
项目始终不变； 球类运动锻炼身体技
巧、协调性等；而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
最能锻炼力量。 随着体育中考方案的
进一步完善，以后设想列一个菜单，将
立定跳远、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加进
去，每年考的项目都不一样，避免学校
考什么练什么的现象发生。

■记者 贺卫玲

“根据我们在周南中学和长
郡芙蓉中学的抽样调查，男生练
习一个月后，引体向上合格率能
达四五成。” 长沙市体育中考负
责人周立德介绍，可能有些男生
一时半会一个都做不了，这就需
要每天锻炼， 可以先做俯卧撑、
斜身引体慢慢锻炼上肢力量，在
家里可以吊在门框上练习。

“肥胖和近视已成为影响青
少年身体素质的两大问题，此次
调整也在于鼓励孩子们遏制肥
胖。” 王瓦利说， 基础教育的九
年， 孩子们的身高以每年1-2厘
米的速度增长，这个阶段决定一
生的身体素质，教育部规定的每
天锻炼1小时，意义也在于此。

本报1月7日讯 截至1月5日，全省市
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全部完成，
已选举产生28397名县级人大代表和
120868名乡级人大代表。与往届相比，基
层代表、妇女代表比例上升，党政干部代
表比例下降。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
闻通气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
通报2012年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

据介绍， 全省有5700多万选民参加
了县级人大选举，4500多万选民参加了
乡级人大选举， 县乡两级选民参选率都

超过90%。
与上届相比， 我省新一届县乡两级

人大代表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在县级
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
人员代表占56.1%， 比上届上升7.04%；
妇女代表占19.24%，比上届上升0.49%。
乡级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
技术人员代表达到73.4%，妇女代表达到
23.91%，比例均比上届有所上升。此外，
党政干部代表所占比例均有下降， 少数
民族代表和归侨代表比例均得到保证，

真正实现了《选举法》所要求的“两升一
降一保证”。

据介绍， 这次换届选举是选举法修
改后， 首次实现城乡人口按相同比例选
举人大代表。其中，组织候选人与选民直
接见面是此次换届选举程序上的一大创
新， 选民可就关心的问题同候选人直接
交流。

下一步，我省还将选举产生110名在
湘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 李国平

我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完成
基层代表、妇女代表比例上升，党政干部代表比例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