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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日讯 今日上午，
按照公安部关于在全国公安机
关同步开展“昆仑”行动暨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成果宣
传展示活动的统一部署，湖南省
作为分会场，在长沙市高桥国际
商品展示贸易中心举行“昆仑”
行动暨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
行动成果宣传展示活动。

今年7月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 全省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依
法严厉打击食药环违法犯罪，在
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 共核查各
类食药违法犯罪线索1800余条，
侦办食药刑事案件391起、 刑拘
犯罪嫌疑人498人， 其中侦办省
厅挂牌督办案件53起；查办治安

案件51起、行政处罚72人,查处
案件涉案金额超5亿元。 活动现
场，省公安厅以及全省14个市州
公安机关设立24块宣传展板、15
个展台，集中展示近年来全省公
安机关打击食品、药品、环境犯
罪案件的整体战果、典型案例经
验做法以及部分涉案假冒伪劣
食品、药品。

现场展示后，满载着涉案物
品的10台大货车开往黑麋峰垃
圾填埋场进行集中无害化销毁。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销毁保健食
品、假酒、肉制品、农产品、假药
等10余类400余种50吨,货值约
300余万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方坤

保卫“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公安近5个月刑拘犯罪嫌疑人4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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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月2日从省人社厅获

悉，该厅印发《湖南省畅通职称评
审绿色通道10条实施意见》《湖南
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
称评审10条措施》(以下简称“双10
条”)，针对引进人才、产业人才、基
层人才、民企人才等人才群体量身
定制个性化优惠倾斜政策，畅通职
称评审“绿色通道”。（详见本报12
月3日A03版）

“双10条”开通的“绿色通道”
可以说为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展示
了职称评审最大的诚意。对引进的
急需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根据

需要放宽身份、资历、学历等条件
限制进行实时评价，采取个人述职
答辩、同行专家考核评议“直通车”
方式直接认定相应职称。对行业领
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等，不定期
组建特别优秀人才职称评审，直接
评审相应系列相应层级职称。此
外， 在生产领域一线岗位从事技
术技能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可经单
位考核推荐后直接对应申报相应
职称。

这种打破以往模式的“订制
化”职称评审，对于留住人才、吸引
人才、激励人才无疑有着极大的正

面作用。首先是“不拘一格”的评审
模式，在身份、资历、学历方面予以
放宽，为更多的人拓宽职称评审的
通道，不因某一条件的欠缺而无缘
职称评审；其次，打破时间制约，使
那些有着特殊才能的行业领军人才
和拔尖人才能够缩短其申报职称的
时间和过程，为其打造“快速通道”；
另外， 对一线技术人才也放宽了条
件和要求，去除了高“门槛”。

用电影中的台词来说，“21世
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人才作
为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
或缺的发展条件。现在各个城市都

在想尽办法吸引人才， 从就业环
境、房价，到户口等方面纷纷出台
了各种措施和优惠条件，目的就是
为了形成人才“洼地”，提升核心竞
争力。例如这两年各个城市的“户
口”大战，就是一个缩影。把人才吸
引进来之后，关键是留得住，那么，
之后的一系列配套举措就非常重
要， 职称评审无疑是其中之一。职
称评审涉及到个人的发展前景、工
资待遇以及退休待遇，属于实实在
在的利益，唯有打破以往的条条框
框，才能让各级人才享有平等的发
展机会，也更能坚定他们留下来的

决心。
其实，职称评审的“订制化”也

是一种更为灵活的评审方式，摒弃
以往的论资排辈，本身就是将职称
评审从僵化中解脱出来的体现。现
在人才流动性大，如果再按以前论
资排辈的模式，会让那些真正有才
能的人因为职称原因而丧失积极
性，甚至会流失人才。

唯才是举，激活人才、激励人
才， 这是职称评审改革的初衷，如
今地方推出的“双10条”无疑将这
一改革初衷很好地进行了实践。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2月3日讯 年关将
至，农民工遭欠薪问题再次引
发各界关注。今日上午，省高院
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
省法院根治欠薪工作情况，并
公布十大典型案例。

自2018年1月至2019年11
月25日， 全省三级法院共兑付
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款9.175亿
元，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拖欠
农民工工资犯罪分子331人。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湖南法
院采取了哪些措施？省高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亚东介绍，全
省法院坚持有案必立，立案人员
接到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起诉材
料后快速审查， 对于符合立案

条件的， 尽快立案并移送有关
调解、审判组织。在审判环节，
加快审判进度， 对涉农民工工
资案件优先审判， 实行案件繁
简分流，简案快办、难案精办，尽可
能适用调解、和解等方式处理。

省高院民一庭法官尹玄海
介绍，“如今， 企业法人和企业
实际控制人都会被追责，而且，
不要以为人社部门介入后支
付薪资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
一旦发现欠薪，人社部门都会
将案件移送公安，紧接着就是
起诉和审理，从严判处。”尹玄
海还提供了6条“干货”，以指
引农民工正确维权， 并给欠薪
老板和欠薪企业敲响警钟。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邱杨雨生

本报12月3日讯 今天，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我省即将
上线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管理信息平台。目前，已完
成前5个子系统的开发， 并向各
市州推广试运行。

据介绍，督察信息平台主要
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
接处理系统、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信息化系统、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调度系统、综合查询系
统等6个子系统进行开发， 为我
省生态环保督察工作量身打造。

其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调度子系统包括我省整改落
实清单化调度的所有功能，实现
对不同来源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及整改情
况的及时反馈和实时联通。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陈颖昭

要让人才留下来，就必须让制度活起来

两年为农民工追回逾9亿元血汗钱
省高院通报根治欠薪工作情况，并公布十大典型案例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优先立案审判执行

2017年2月至2018年12月
间， 张某等58人在不同时间段
在中都株洲整车物流基地项目
中分别从事木工、泥工、水电工、
油漆工、焊工、钢筋工等不同的
工作。后因实际承包该项目的株
洲市搏翱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徐睿犯诈骗罪入狱，导致张
某等58人共计162.4万元没有
发放。 张某等人将被告株洲市

搏翱工程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株洲市天元区法院于9月

10日受理案件后，由调解员赴
网岭监狱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
徐睿进行核算，确定拖欠工资
金额。9月24日，承办法官赴网
岭监狱开庭审理该案，最终该
案调解结案，一起极有可能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在
15日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2016年7月8日，时任湖南
长欣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的彭林， 其公司本身不具备
合法施工资质， 却与陈某就湘
潭县易俗河镇将军山的工程项
目签订了承包协议， 约定将该
项目的所有土建工程包给王海
（化名）。 在2016年7月至11月
间，王海等35人参与施工，时至
当年12月，公司拖欠王海等35
名农民工工资共46.4万余元。
从2017年2月至4月，长欣公司
共拖欠吴江（化名）等农民工工
资40.76万元。

不想支付两笔钱， 彭林想
了个办法， 更换企业法人。

2017年11月27日，长欣公司更
换了企业法人， 而彭林仍实际
管理。 湘潭县人社局立案调查
后，彭林始终不愿意配合调查。
对此， 湘潭县人社局将该两起
案件移送至湘潭县公安局。

湘潭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虽然长欣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已变更， 但彭林仍为长欣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长欣公司和
彭林的行为均构成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据此，法院一审判决
长欣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判处罚金30万元；彭林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案例一】
逃避付工钱，公司和法人均获罪

【案例二】
老板因罪被收监，法官监狱开庭帮讨工钱

1. 湖南法院引导农民工使
用24小时法院的自助立案系统
立案。

2.对标国务院下发的“两清
零” 标准，2019年10月底前发生
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
目欠薪案件在2019年底前全部
清零， 其他欠薪案件在2020年
春节前及时动态清零。

3.针对建筑工程、餐饮、装
修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欠薪行
为，在办案过程中，对这个欠薪
的部分裁定先于执行。

4.很多情况下，农民工没有
和用工主体签订劳动合同，而
是和第三方签订劳动合同。针
对这些情况， 法院将加大研判
力度，只要不突破法律的红线，
就要千方百计为农民工维权。

5. 农民工案件的特点就是
执行难，查找被执行人难，法院
要把农民工的诉讼服务延伸到
执行阶段， 要求律师在文书起
草、证据提供、线索查找、款项兑
付方面，全方面为农民工服务。

6.抓住元旦、春节这两个关
键期，兑付一批农民工工资，拘
留一批失信被执行人， 判处一
批欠薪犯罪分子。

湖南环保督察“一站式”服务平台即将上线

12月3日，长
沙市高桥国际商
品展示贸易中心 ,
公安民警正在向
市民介绍如何鉴
别真假茅台酒。
记者 王智芳 摄

法院六措施为农民工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