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吁

2018.4.4��星期三 编辑 黄海文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张郁文A09

婚庆主题的刮刮乐彩票一向
备受彩友青睐。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新人将婚庆主题的刮刮乐彩票
“乾坤大挪移”到自己的婚礼环节
中来， 为爱意浓浓的婚礼平添了
更多的时尚元素和公益色彩。近
日，刮刮乐婚庆主题新品种“天生
一对”亮相三湘了。该款彩票是为
迎合年轻消费者群体而推出的一
款婚庆主题纪念彩票。 该款彩票
为双联票， 票面背景采用渐变淡
粉色点缀上透明甜心， 给人以甜
蜜浪漫的感觉。 玩法区部分使用
的心形玫瑰与捧花图样， 与彩票
主体风格相得益彰， 集爱与美于
一身，象征着对情侣的美好祝愿；
互动的一对可爱小熊，手捧红心，
巧妙呼应“天生一对”的主题，寓
意心心相印、形影相随。本款游戏
将浪漫理念融入彩票当中， 承载
着对年轻人美满爱情和幸福未来
的无限祝福，极具有收藏价值。本
游戏玩法与票面主题配合得当，
巧妙结合，采用即中玩法，简单明
了。

筹备婚庆喜宴不妨备上几套
“天生一对”， 为结婚新人与到场
来宾送上美好祝福的同时， 也昭
示着刮出好缘分与好运气。

该彩票面值10元， 头奖20万
元，奖级8等，返奖率65%。游戏规
则：本彩票共有两个玩法，两个玩
法区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玩
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两个
相同的图符， 即可获得该玩法区
的奖金。

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刮
出任何奖金金额， 即可获得该奖
金；如果刮出“ ”图符，即可
获得50元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

婚礼季即将到来， 不如就趁
现在， 为自己的婚礼设计一个别
出心裁的刮刮乐时间， 让亲朋好
友们见证你幸福时刻的同时，收
获一份意外惊喜吧！ ■安颖

经济信息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总能见到农民工忙碌的身影，他们用
汗水换来了城市的发展，可每到岁末年初，工资问题却一直苦
恼着他们。

4月3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公布了《2017年度涉农民
工工资审判白皮书》， 通报了5例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以案说
法，让大家了解法院的审判尺度，如何帮助农民工讨薪，以及
保留证据的重要性。同时，法院呼吁社会各界，合力保障农民
工的权益。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智勇 文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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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某、 纪某等17人是湖
南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员
工，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公
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 。
2017年8月18日， 经长沙市
天心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 该公司应向各申
请执行人支付经济补偿及双
倍工资共计35.5万多元。

虽然劳动仲裁部门下达
了文书， 但该公司却一直未
执行。对此，长沙市天心法院
执行局对该公司的财产状况
进行了查询， 发现其银行账
户虽然没有足额的现金，但
其明细却表明该公司的经营
状况良好，常有资金往来。

针对这一情况， 执行法
官直接约谈了该公司的负责

人，并指出如不履行义务，法
院将采取下一步强制措施。
最终， 在2017年12月20日，
该公司与彭某等17位申请执
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公
司将全部经济补偿及工资支
付给了申请执行人。

法官点评：本案中，承办
法官第一时间掌握了被执行
人的财产情况， 并根据被执
行人的经营状况，“因案制
宜” 对被执行人施以强制执
行的强大压力， 实现了该系
列案顺利和解并履行完毕，
不仅免去了强制执行的过程
及双方当事人奔走法院的繁
琐， 而且达到了向双方当事
人释法的目的， 有效地保护
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经济与法

破解农民工“讨薪难”，法院发白皮书
长沙市天心法院通报涉农民工工资典型案件：建筑领域成欠薪重灾区

今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公布了《2017年度涉
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白皮
书》，对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的
审判情况、案件特点、审执难
点等进行了疏理。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
3月31日， 天心区法院审结
涉农民工工资各类案件共
113件。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存在诉讼途径维权率偏
低、 发生领域相对集中，建
筑业领域占比过半、调解撤
诉为重要结案方式等特点。
由于用工形式混乱、诉前准
备不足、 证据意识淡薄、财
产线索缺失等问题，也造成
案件审执难。

如何防止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发生？

天心区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农民工来说，首先要
树立收集证据的观念， 即使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也要保
留好相关的流水凭据。 而对

于管理职能部门来说， 应该
要规范劳务市场秩序。 可建
立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制
度， 明确用工单位对农民工
的工资支付责任。 人社部门
要摸底排查用工主体尚未签
订合同和签订合同不规范的
情况，及时进行引导。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也应完善工资支
付保障制度， 在建工领域全
面推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建
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
行农民工工资与其他工程款
分账管理。

法院还呼吁多方力量合
力，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比如， 劳动保障监察问门要
加大执法力度， 扩宽拖欠农
民工工资维权投诉举报的渠
道； 专业律师也可介入农民
工集体维权， 充分发挥非讼
化解机制作用； 对于失信欠
薪的行为， 各主管部门应联
合出台欠薪企业“黑名单”，
并及时披露。

福彩刮刮乐新票
“天生一对”为爱亮相

4月3日， 在天心区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上，因涉嫌拒不向
员工支付劳动报酬犯罪，41岁
的卢某在法警的押解下，站在了
被告人席上。

2010年9月，卢某和丈夫成
立了一家石材公司。从2014年1
月起，公司陆续出现拖欠员工工
资的情况，至当年8月已拖欠53
名员工工资67万元。 当劳动监
察部门介入后，公司拒不配合调
查，不但不支付工资，还企图转
移公司财产。当劳动监察部门责
令该公司限期支付工资后，卢某
选择了逃匿外地。

经多方协调， 公司于2014
年9月支付了员工工资10万元。
至2014年底， 公司27名员工向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法院判决后并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执行到20万元工资
款。至今，公司仍拖欠员工工资
37万元拒不支付。

2017年5月27日，卢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 检察机关指控，被
告单位湖南某石材有限公司、被
告人卢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由于案情复杂，法院将
择期宣判。

法官说法： 满足以下条件，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犯
罪主体为企业和自然人，主观表
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不支
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这种不作
为行为会产生劳动者不能及时
实际得到劳动报酬的社会危害
后果，却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发
生。从犯罪客体来看，既侵犯劳
动者的财产权，又妨碍了正常的
劳动用工关系，侵犯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客观方面
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
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
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
关部门责以付仍不支付的。

周某是衡山县人，他的妻子
因病无法工作， 家中三个女儿，
两个患有精神疾病，而小女在读
研究生， 他是全家唯一的劳动
力。可就在2017年5月8日，他却
因为脑出血倒在了工地上。送医
做了开颅手术后，他落下了右侧
肢体偏瘫的毛病， 生活无法自
理。

2017年8月，周某向劳动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
与建设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这一请求得到仲裁委的支
持。 可建设公司却表示不服，遂
向天心区法院提起诉讼，因公司
并没有与周某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而周某又是因自身疾病突发
脑出血，故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
任。

经法院查明，2013年周某
由在建设公司工作的熟人介绍，
到建设公司承包的土石方工程
工地担任施工员。2017年4月20
日， 高速公路项目因缺少施工
员，经介绍人联系，周某前往株
洲某工程公司承包的工地从事
试块工作。周某因病住院后工程
公司先后垫付了三万多元的医
疗费。同时，工程公司和建设公

司也积极组织了员工捐款。在庭
审中，周某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
自己与建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也没有在被派至株洲某工程公
司工地时办理过相关手续。

故此， 在第一次开庭后，主
审法官将工程公司追加为第三
人。2017年10月26日，法官主持
调解，三方到场，最终同意以15
万元达成调解协议。

法官点评：建筑行业存在层
层转包、分包的情况，劳动关系的
认定极其复杂， 法院一时无法查
清适格的责任承担主体。 该案系
确认劳动关系之诉， 但因证据原
因，周某可能面临败诉风险。如周
某一旦败诉，则又要提起上诉，如
果二审仍未支持， 则周某只能启
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 接着可能
又需要经过仲裁、行政诉讼等。且
周某还要提交证据证明其所受伤
害为工伤，则整个仲裁、诉讼程序
复杂，耗时极长，不足以缓解这个
不幸家庭的燃眉之急。

主审法官在充分了解案情
后，第一次开庭后将工程公司追
加为第三人，并在三次开庭后分
别与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辨法析
理，最终，让两家公司同意调解。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还逃匿
企业法人被送刑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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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追加第三人为农民工维权

摸清欠薪公司财务状况
执行局帮农民工讨薪

联合出台欠薪企业“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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