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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春节临近， 各地的农民工能否拿到
工资返回家乡？ 面对农民工的欠薪投诉， 有
关部门如何处置？ 记者近日在重庆、 南昌、
西宁、 沈阳等地随同农民工讨薪， 亲身感受
了他们的酸甜苦辣。

“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50多岁的刘仲凡在重庆市的一家公司当

泥水工， 被拖欠工资1.3万余元。 2011年9月
20日， 刘仲凡到公司讨薪， 却遭老板殴打。

12月9日， 记者在重庆见到了刘仲凡，他
说，刚开始我去找重庆市人社局，重庆市人社
局让我找江北区人社局， 江北区人社局给我
一个电话，让我找区信访办，信访办又让我自
己去找公司，我到公司就被打了。 “我就像皮
球一样，被四五个部门踢来踢去。 ”

12月12日， 江北区人社局认定拖欠工资
属实， 要求打人老板董创华尽快支付工资，
但董创华以施工质量存在问题为由拒付。 12
月13日， 江北区人社局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整改指令书》， 要求15日前支付。 由于
董创华仍拒付， 并有打人情节， 江北区人社
局已将此案移交给公安机关。

刘仲凡日前告诉记者， 这两天他正在协
助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法院宣判6年仍未拿到钱”
今年47岁的农民工陈春铭2011年10月下

旬来到青海西宁讨薪， 为了节省开支， 他与
五六个农民工挤住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时，
靠捡破烂维生。

2004年10月， 陈春铭与青海乾彤化工公
司签了施工合同。 当年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
付工程款。 2005年他赴青海追要欠款未果，

于是将乾彤公司告上法院， 法院判决乾彤公
司给付工程款和工资总计76万元。 但是， 判
决生效6年了， 陈春铭一分钱也没拿到。

记者随陈春铭来到青海省信访局和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 跑了一天， 一无所获。 陈
春铭绝望地说： “法院判决都6年了， 谁对
谁错很明白， 为什么还拿不到钱呢？”

12月20日，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找到陈春铭， 说两
家将出资2万元， 让他领上钱先回老家过年，
等待案件执行结果。

“拿到了钱，心里却不是滋味”
39岁的安国明2011年4月带着10名老乡

来到沈阳市苏家屯区， 在成晟玻璃有限公司
综合楼里干抹灰的活 ， 包工头还欠他们1.4
万余元工资。

12月7日下午， 记者随同安国明和他的

几个工友来到苏家屯区农民工维权中心。 维
权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按照职责划分， 这件
事要找区建设局。 安国明来到建设局， 工作
人员告诉他 ， 你们既没有合同 ， 又没有欠
条， 建议到公安机关报案。

在记者和有关人员的协调下， 苏家屯区
维权中心主任缪磊夫、 建管局党委书记高玉
玺以及欠薪工程的项目经理赶到了维权中
心，与安国明沟通情况。 没过多久，包工头梁
守成就赶到苏家屯维权中心， 当场支付了安
国明等4人的工资，总计7500多元，并承诺已
回家的工人可将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过来，并
写上允许代领，即可把所欠的工资付清。

“两小时拿到欠了半年的钱， 心里却不
是滋味。” 他说， “看来不是管不了， 而是
有没有把农民工的事放在心上。”

安国明说 ， 今后打工一定要签正式合
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谁能帮我拿回拖欠工钱？
———新华社记者随农民工讨薪记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1日电 （记者 樊宇
蒋旭峰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首席
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21日警告说，
从2011年年末情况来看， 世界经济复苏重
回正轨将比一年前更加艰难。

布兰查德当天在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
发表文章说， 2011年全球经济以复苏模式
开局， 虽然面临一系列挑战， 但问题与现

在相比更加可控。 这一年来许多发达经济
体经济复苏陷于停滞， 世界经济目前面临
的形势可能比2008年更糟。

布兰查德指出，即将过去的2011年有四
点教训值得警惕。 第一，流动性问题不仅影
响银行，同样影响政府。 如果没有足够的流
动性保证利率在合理水平， 危险就一直存
在；第二，政府宣布的政策如不能完全得到

执行将导致投资者希望落空，往往会使情况
变得更糟。 第三，一国财政整顿不应是“短
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慢一点稳一点才能
赢得胜利；第四，一旦市场形成某种认识，比
如欧元有可能解体，便很难消除。

布兰查德因此呼吁各国团结协作 ， 采
取切实措施巩固财政， 增加流动性， 并将
政策落实到位。

记者12月22日从四川省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了解到， 22日凌晨3时30分左右， 成都市大
邑县上安镇中国石油四川油气田邛崃1号井发生井喷事故。 截至发稿时， 事故已造成4人受
伤， 1人失踪， 发生井喷的1号井火势已得到基本控制。 图为井喷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记者从中铝瑞闽板带有限公司了解到， 12月19日9时35分左右， 该公司发生乳化液
泄漏事件， 造成部分乳化液流入闽江，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治理。 图为工人在对闽江江
面上的油污进行清理。 新华社发

井喷 溢油

IMF首席经济学家：

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形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刘为民22日就欧盟即将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税
的做法表示， 中方反对欧方强行实施单方面立
法的做法。

据报道， 21日， 欧洲法院驳回美国航空运
输企业诉讼， 判定欧盟即将于2012年1月1日起
征收的国际航空碳排放税未违反国际法。

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中方已
多次表明立场， 并已通过双边渠道向欧盟表达
了中方的立场和关切。 事实上， 很多国家也都
对欧盟这一做法持反对态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针对近期香港
发现的禽流感疫情， 国家质检总局决定从12月
21日起， 暂停活禽供港21天。

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李元平22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时表示， 12月20日， 香港特区发现一例
含有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鸡尸体， 质
检总局获悉疫情信息后， 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积极应对。

李元平说， 质检总局决定从12月21日起，
暂停活禽供港21天， 同时继续做好供港冰鲜禽
肉产品的保障和安全工作。

此外， 质检总局已将有关信息通报相关部
门， 并要求广东、 深圳、 珠海、 海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同时加强口岸检疫工作， 防止疫情传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 陈菲）
记者从22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获悉， 明
年检察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放贷、 暴力讨
债、 “地下出警” 等新型黑恶犯罪活动。

据了解， 今年1至11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
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37736人， 提起
公诉1069280人。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 明年将深入推进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依法严厉打击垄断经营、
强揽工程、 破坏经济秩序和涉足民生领域、 强
占各类市场的黑恶势力， 插手基层民主选举、
欺压百姓的农村黑恶势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 王宇
王培伟） 中国人民银行22日发布的四季度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 居民对未来物价
上涨预期和房价上涨预期均出现大幅回落，
房地产投资不再是居民的投资首选。

2011年第四季度 ， 中国人民银行对全
国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户的抽样问
卷调查。 调查认为， 房地产投资不再是居
民的投资首选， 取而代之的是投资 “基金、

理财产品 ”， 其他依次为 “债券投资 ” 和
“股票投资”。 其中， 债券投资已连续6个季
度上升。 在各类消费中， 居民购车意愿为
13.9%， 处于调查以来较高位。

调查结果显示， 居民对房价上涨预期
出现大幅回落。 对后期房价走势， 46.2%的
居民预期 “基本不变”， 超过两成居民预期
“下降”， 但也有近两成居民预期 “上升”，
这一比例较上季下降了18.9个百分点 。 其

中， 北京与上海两地居民预期房价下降的
比重大增 ， 分别达28.5%和26.8%， 较上季
各大幅提高14.3和22.8个百分点 。 未来3个
月内有购房意愿的居民占比13.9%， 比上季
有小幅下降， 进一步接近2008年第三季度
的近年历史低点。 央行认为， 这一结果表
明目前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房地产
调控成效凸显。

据新华社巴格达12月22日电
（记者 张宁 王宏彬 ） 伊拉克卫生
部22日说， 伊首都巴格达当天上午
发生多起爆炸， 目前造成至少57人
死亡， 另外170多人受伤。 死亡人数
可能进一步增加。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内政部官
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巴
格达当天发生 4起汽车炸弹袭击 ，
其中最为严重的一起发生在繁华商
业区凯拉代区 。 一枚汽车炸弹爆
炸，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另外36人
受伤。

当天， 巴格达还发生10起路边
炸弹袭击和火箭弹袭击。 发生袭击
的地点涉及市区10多个区。

伊拉克安全部队已封锁全城各
主要交通要道。 各处街道均可见军
车、 警车， 警车和救护车鸣笛声持
续不断。

近期，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总
理马利基与其主要敌对政治阵营 、
逊尼派主导的“伊拉克名单”之间的
矛盾有所激化。 伊拉克最高司法机
构最高法律委员会对属于 “伊拉克
名单”的副总统哈希米发出逮捕令，
罪名是涉嫌参与恐怖活动。

央行调查显示

房地产不再是投资首选

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
至少57人死亡， 170人受伤

12月22日，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人们站在被爆炸毁坏的店铺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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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香港禽流感疫情
质检总局：暂停活禽供港

12月22日11时26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 “资源一
号” 02C卫星送入太空。 至此， 我国2011年共
实施了19次航天发射任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教育部网站22
日发出公告， 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2所直
属高校校长和6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

根据公告， 2所公开选拔校长的学校是东
北师范大学校长、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 6所选
拔总会计师的高校是东南大学、 山东大学、 华
中科技大学、 中央戏剧学院、 东北大学、 中国
海洋大学。

两项选拔的报名时间为12月22日至31日，
采取个人自荐或组织推荐的形式在网上进行报
名， 面试将采取竞职演讲和考官提问相结合的
方式。 对校长的面试结束后， 教育部还将在教
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

新华社东京12月22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
使馆22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日本横滨海上
保安部21日以违反 《日本渔业法》 罪名抓扣
了一艘中国渔船及船员。

据日方称， 横滨海上保安部巡逻机21日
下午发现一艘名为 “闽霞渔05128号” 的中
国渔船正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父岛附近日本
领海非法捕鱼。 横滨海上保安部于当天傍晚
以非法捕捞罪名逮捕了船长林宗勇， 并扣押
了渔船及其他11名船员。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在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 要求日方切实保护中国船员合法权益，
妥善处理此事。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月22日电 （记者 王
慧慧）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附近海域17日发生
沉船事故后， 救援工作已经进入第六天， 迄
今共救起48人， 遇难人数上升至88人， 其余
100多人仍下落不明。

东爪哇省搜救办公室负责人苏特里斯诺
说， 发现的88名遇难者遗体中包括妇女和儿
童。 22日搜救范围向东扩大到了巴厘岛附近
海域， 并在那里发现了12具遇难者遗体。 如
果23日救援结束后仍有大量失踪人员未找
到， 有可能考虑延长救援时间。

日本再扣我渔船

已发现88名遇难者
印尼沉船事件后续

教育部首次面向海内外
公开选拔高校校长

聚焦足球腐败案审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新闻出版总署
22日通报了有关河北省教育厅发文征订报刊违
反有关禁止报刊摊派发行规定查处情况， 并要
求各省区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全国各报刊主
管部门、 各报刊单位严格遵守报刊发行各项规
定，严厉查处报刊发行中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

2010年10月10日， 河北省教育厅规定全省
所属高等学校各院系、 各教育行政部门、 教研
室、教师进修学校以及每一所中小学，都要订阅
《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河北教育》， 并向全
省中小学推荐订阅《初中生周报》《小学生必读》
《农村青少年科学探索》等报刊。 上述做法严重
违反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
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精神，损害了基层
学校和广大学生的利益， 加重了基层群众的负
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河北省教育厅
违规发文征订报刊被通报

足球扫黑案爆出
“全运概念”

据新华社辽宁铁岭１２月２２日电 对于被
媒体称为 “爱国哨” 的万大雪来说， 他很可
能没有想到， 他对中国足球的最后一个贡献
或许就是揭开了全运会足球黑幕的一角， 尽
管他是被动的。

２１日在辽宁丹东法院， 公诉人起诉万大
雪收受贿赂总计９４万元， 其中最大笔的贿赂
就是他在全运会上收受的。

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６日和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 ， 十
一运会的男足Ｕ２０比赛， 上海队分别对垒重
庆队和广东队， 万大雪担任主裁判。 赛前，
上海市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动联系上
万大雪。 这两场球， 上海队分别以２比１和３
比０取胜， 并最后夺取了冠军！ 事后， 万大
雪获利４０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 ， 同样是十一运会的男
足Ｕ２０比赛， 广东队对北京队， 在万大雪的
执法下， 广东队以１比０取胜。 赛后， 广东足
管中心 “孝敬” 给万大雪１０万元！

同样是在十一运会的男足Ｕ２０比赛， 为
了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山东队对四川队这场球 ，
山东足管中心也过来给万大雪 “打招呼 ”。
东道主以３比１取胜， 背后是万大雪因此收获
了２万元。

终于 ， 这一次 ， 在万大雪的 “强力配
合 ” 下 ， 全运会的丑恶现象被暴露在法庭
上。 在司法机关的强势出击下， 他们还敢这
么肆无忌惮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