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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工程都完工半年了$工
钱还没结清$ 这让我们怎么回家过
年% &!日$来自四川的刘世才父子和
工友们再次来到陵水香水湾君澜度
假酒店$要求承包酒店工程的浙江展
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尽快支付工钱%

但先生气愤地投诉$"#$%年&月$他
们与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签订了合同$承包了陵水香
水湾某酒店二期工程各户型别墅的木
工'钢筋工等工程% 半年前$工程完工
后$剩下的'%多万元也没有发下来% 他
们多次找到发包方要求尽快结清给工
人发工资$但直到目前仍没有结清% #如
今都快到年底了$工人们都急着回家过
年$可是拿不到工钱怎么回家( &

刘世才是四川人$父子俩做的是
工程里的木工% 他们告诉记者$他们

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半年$但至今工钱
仍没结清% 仅他们木工班组$被拖欠
的工钱就有七八万元%因为没有结清
工钱$他们被困在陵水$无法回老家%

春节临近$ 他们回家的愿望更加迫
切$希望能尽快拿到工钱%

记者今天联系上陵水香水湾君澜
度假酒店徐副总经理$ 他表示酒店已
经按工程进度给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支付工程款$

工人的工资应当找该公司要% 他同时
表示$ 如果工人有承建商签字确认的
结算清单$在承建方的带领下$酒店可
以将钱发给工人$再从工程款中扣除%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一名姓周的造价工程师则表
示$ 公司准备支付"%多万元给但先生
一方$但还要业主单位支付进度款$剩
下的款项作为质量保证金需要等工程
全部竣工验收后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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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家路桥公司分包包工头的聘
用$来自重庆'贵州等地的"(名工人
在辛苦了近半年的时间$ 工程已经
完工整整一年后$还有$'万&千多元
的工钱没有踪影%

潘先生介绍$从"%$%年)月份开
始入场$ 他们几十名工人在包工头
王某'庞某的手下$在澄迈县永发镇
海屯高速'标段开展桥梁桩基础施
工$工程在同年$"月*#日就已完工%

原本约定好的是工程完工后就
结清工钱$ 可是整整一年的时间过
去了$王某'庞某仅支付了不到一半
的工钱$还有"(名工人的+'万&千多
元的工钱至今没有音信%

潘先生介绍$"#+#年年底这个工
程完工后$他们很多人就到贵州等省
份找工作去了$"#++年为了讨要这+'

万多元的工钱$他已经往返重庆或贵
州'海口,次了%

潘先生说$ 在此之前最后一次
来海口是在++月份$当时王某'庞某
都还在工地% #他们说等业主拨了钱
就给我们工钱$ 让我先回贵州$&潘
先生说$ 可是等到++月下旬他们退
场了之后到现在$就找不到人了%

随后$记者向永发镇镇委陈副书
记确认了此事$ 目前澄迈县劳动监
察部门等已介入此事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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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从三亚市有关
部门了解到$针对近日'#余名农民工到
三亚市政府讨要工资问题$三亚市检察
机关督促立案首起拒不支付工资案%目
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据了解$"#++年+"月*#日$'#多名
农民工到三亚市政府向有关部门反映
工资被拖欠$ 眼下马上就到春节了$如
果拿不到工资他们将没钱过年%经三亚
市有关部门了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
目为同心家园三期第三标段工程$工程
总造价!),万元$ 承建单位为海南李平
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截止"#++年+"

月底$ 承建方共拖欠+"&名农民工工资
"*(万元$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劳动监察支队书面责成其依法支付
已超过*个月$ 承包方以种种借口拒不
支付$ 致使'#余名农民工到政府上访*

次$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三亚市检察机关了解后认为$承包方
的行为已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建议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尽快
将有关资料移送公安机关$要求三亚市城
郊院向公安机关发出督促立案意见%三亚
市公安机关当天组织力量开展调查$以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海南李平建筑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田某' 胡某立案侦
查$并对田某'胡某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这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三亚市
首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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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民林女士反映$自己
去年带领"#多名工人在三亚市海棠
湾镇某工地做工$ 可是工程完工至
今已近半个月了$ 承建商都没有按
照约定支付"#多个工人的全部工
钱$目前还剩下好几万块钱$工人们
都等着钱回家过年$ 可是老板却一
再推诿% 她们多次找到承建商讨要
工钱$反而被对方指责为闹事%

承建商青岛园林集团公司相关
负责人朱某对此表示$ 公司已经支
付了林女士等人一部分工资$ 剩下
的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给% 最后$

在记者的协调下$ 该负责人同意会
尽快处理欠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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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关逼
近$杨先生和其他+,名工人愈加心急如焚% 辛
苦干了半年多的活儿$ 完工后却拿不到一半
的工钱$眼见年关到了$装修公司却还以甲方
未给钱为由推托%

杨先生致电本报讨薪热线反映$去年*月
份左右$他和其他+,个泥工班组的工人$与一
家装修公司协议$在海口市玉河路$现在还未
开张的一家酒店进场做内装修% 去年++月份
工程就已经完工了%

根据协议$完工后就结清工钱% 但是一
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也近年关$一共",万
的工钱仅拿到++万元$ 还剩+'万元至今没
着落%

杨先生说$欠下的+'万元$装修公司老板
与他们有字据$欠条上签了名%

#协商了很多次$但是公司的老板一直说

甲方没给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钱% &杨先
生说$ 如今+#几名工人和他一起等着拿这笔
工钱安安心心回家过年$眼见年关到了$还不
知道能不能要得到% 不仅回家过年成问题$他
和其他+#几个工人现在都没地方住$ 个个心
急如焚%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记者了
解到$ 一方面$ 杨先生及其他工人领取血汗
钱$安心回家过年心切$另一方面$又不敢与
装修公司的老板关系搞僵$ 杨先生一行人正
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根据杨先生的情况$ 记者联系了海口市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
示$由于该装修公司属于省外的企业$根据属
地管理的原则$ 建议其带着欠条' 公司的名
称'地址等证据'资料到省劳动监察总队投诉
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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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从山东一路开船来
到三亚捕鱼的""名渔民$因为拿不到
应得的工钱$渔民们情急之下在解放
一路一市场路口处拉起了一块#讨工
钱&的横幅$造成该路段交通一度堵
塞% 在赶来的派出所民警好言相劝
下$ 渔民们这才停止了不冷静行为$

记者了解到$ 双方矛盾来源于渔民们
和用工老板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双方对
结算工资时间的不同解读所致%

据渔民代表田东明介绍$ 去年(

月$ 他与老板石某签订劳务合同$来
到石某的渔船上做工$ 包括他在内$

石某手下共有""名渔民$渔民们分别
来自山东'河南'吉林等地%田东明提
到$去年++月以前$他们一直在山东
附近的海域捕鱼$直到++月中旬以后
才随同石某来到海南进行捕鱼工作%

去年+"月底$渔民们和老板石某
因为工资问题开始发生争执%渔民付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在去年+"月下旬

要求石某按照劳务合同上的规定给
他们结清工资$ 好让他们回家过年$

但石某却告诉他们$合同上提到的年
底结清工资指的是阴历年底$也就是
今年+月的腊月二十九才能结算工
资$ 而不是渔民们理解的阳历年底%

双方皆对此争执不下%

田东明反映$自从他们向石某提
出讨工钱的意向后$石某就玩起了失
踪$拿不到工钱$没钱回家过年$他们
目前只能继续睡在船上%

记者在(号下午的采访中$ 未能
联系上石某本人%而一名自称石某亲
戚的男子表示$这些船员没有按照合
同上规定的#期限&干工$不但不遵循
合同约定$还赖在船上$延误工期$因
此石先生不同意先预付工资$或不排
除追究船员们的违约责任%

渔民们抱怨$如果等到石某所说
的年底才能拿到工资$那他们根本来
不及回家过年% 目前$相关部门已对
此事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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