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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亲亲工工地地坠坠亡亡，，俩俩月月未未得得赔赔偿偿””
建筑公司称没有这名工人，律师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姗姗) “我爸在这个工地干

了一年多了，现在出了事，建筑
公司却不承认我爸在他们工地
干活。”13日，招远市民孙晓雷向
本报反映，2013年11月16日，父亲
孙绍芹在招远市梦芝建筑工程
公司的一处工地干活时不慎摔
下，经抢救无效身亡。但是事发
将近两个月，建筑公司不但没有
给予赔偿，还称出事时孙绍芹不
在该公司的工地工作。

孙晓雷告诉记者，他是招远
市齐山镇半壁店村人，53岁的父

亲孙绍芹生前已经在招远市梦
芝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了四五年。
2012年开春时，孙绍芹到该公司
在招远市金城路的一处办公大
楼工地做瓦工。

据孙晓雷讲述，2013年11月
16日下午，由于办公大楼施工时
砸坏了旁边一家机械厂的房顶，
父亲孙绍芹按照施工队长的安
排去维修房屋。干活时孙绍芹一
不小心踩空了，从两米多高的房
顶摔了下来，当场昏迷，两天后
不幸去世。

“我爸临走前一句话都没说，

我妈哭得晕了过去，现在整个人都
垮了。”孙晓雷说，父亲出事后，建
筑公司只支付了父亲19000多元工
资，没有给予任何赔偿。“连医药费
都没给，我们家实在拿不出钱，到
现在还欠着医院4万多元。”

随后，孙晓雷向建筑公司索
赔，但是对方却称孙绍芹出事时
不在该公司的工地工作。“我想
找我爸的工友作证，但是很多工
人担心拿不到工钱，不愿出面作
证。”孙晓雷说，只有一位工人愿
意作证，但是建筑公司又否认他
是该公司工人。

孙晓雷说，自己没有稳定的
工作，一直以来父亲就是家里的
顶梁柱。现在父亲不在了，他和
母亲感到生活越发艰难。“我只
希望建筑公司给我们一定的赔
偿，保障我们母子俩的正常生
活。”

13日，记者就此事联系了该
工地一位施工队长王先生。“他
(孙绍芹)以前在我们这儿干过，
但是11月8、9号就不在这儿干了，
不是在我们家干活时出的事。”
王先生称，该工地施工时并没有
砸坏旁边的房子，也没有安排孙

绍芹去维修。
记者又拨打了招远市梦芝

建筑工程公司的电话，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反复表示，
该公司“没有这个工人”，随后挂
断了电话。

针对此事，山东信谊律师事
务所律师林宇南称，孙晓雷可以
通过父亲的工友、机械厂工作人
员等取得相关证据，证明父亲是
在建筑公司安排其工作时受伤。
然后可向建设部门反映此事，或
向法院起诉，要求建筑公司给予
赔偿。

1月13日上午，海港
路上一处斑马线上的隔
离桩向一侧倾斜，摇摇欲
坠。附近环卫工人介绍，
在几天前的一场交通事
故中，隔离桩被车撞坏，
至今没有修好。提醒行人
注意绕行，不要被绊倒。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民警积极协调

农民工拿回工资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张春花) 96

万元工资款一直被拖欠，6日上午9

点半，10多名工人代表堵在建筑工
地门口讨工资未果，阻碍施工。蓬
莱市公安局海港边防派出所民警
出面协调，经过几小时努力，帮农
民工要回了被拖欠的工资款。

原来，60多名工人从去年3月
份开始，就在包工头吴某和其他几
个包工头带领下接受乙方河南省
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外派任务，
到烟台某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开发
的某建筑工地进行园林绿化工程。
工程完工之后，这家园林绿化有限
公司一直拖欠工人工资没发，工人
们才派出代表来要工资。

了解情况后，民警一面耐心安
抚农民工的情绪，一面积极联系烟
台某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和某园
林绿化有限公司负责人。之后，民
警请农民工选出3名代表与工地负
责人共商解决办法。

当天下午5点40分左右，在民
警数小时的积极协调下，甲方烟台
某置业有限公司一次性替河南某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代付了工人的
全部工资96万余元。“谢谢警察同
志为我们讨回了血汗钱，我们可以
开开心心回家过节和家人团圆
了……”农民工领到工资，脸上露
出开心的笑容。

政企联手

保护电力设施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为减少外力破坏事件发生，国
网招远市供电公司着力打造警企
联动、打防治并举的“立体式”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新机制，有效预防和
减少了电力设施破坏现象的发生。

公安机关重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去去年年破破案案224433起起，，抓抓获获777755名名嫌嫌疑疑人人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永文 王雷光 张洁 )

截至 2 0 1 3年 1 2月底，烟台市
公安机关在集中打击整治网
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共
破获各类网络犯罪案件 2 4 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7 7 5名，
打掉涉网犯罪团伙80余个。

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获
悉，由公安部统一部署的集
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重点整治网络诈骗、
黑客攻击破坏、侵害公民个
人信息、网络赌博等违法犯
罪案件。

本次行动中，烟台市公
安机关成功侦破了由公安部
督办的“ 3 2 8”特大跨境网络
非法经营案，捣毁了一个特
大利用私彩进行非法经营的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 1名，案件涉及全国 2 5个省
7 5个地区，涉案资金 1 8亿余
元；侦破黑客入侵计算机信
息系统盗窃案，打掉一个长
期 从 事 网 络 盗 窃 的 犯 罪 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带
破案件50余起；侦破利用QQ

视频系列诈骗案，摧毁犯罪
团伙 2个，涉案金额 1 0 0余万
元；侦破两起特大网络传销

案，关停多个互联网传销网
站，挽回经济损失 4 0 0 0余万
元。

据民警介绍，在全市公
安机关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共破获
各类网络犯罪案件243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775名，打掉涉
网犯罪团伙 8 0余个，其中部
督案件2起、省督案件5起，打
掉了一批为网络违法犯罪活
动“ 输 血 供 电 ”的 网 络 服 务
商、代理商、销售商、广告商
和黑客程序制作者、维护者
以及提供“洗钱”服务的利益
链。

民警介绍，从侦破的一
系列案件来看，除网络盗窃、
黑客攻击、网络淫秽色情等
直接在网上实施的违法犯罪
外，各类传统违法犯罪的嫌
疑人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
互联网进行犯罪，网络贩枪、
网络诈骗、网上贩卖假药等
违法犯罪增多，网络非法公
关、网上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等新型犯罪日益凸显。对此，
公安机关一手抓打击、一手
抓清理整治，组织指导互联
网服务单位自律自查，依法
整治了一大批违法有害信息
高发的网络社区和论坛。

11月月没没过过完完，，电电费费提提前前收收
福山区河滨小区连收两个月电费遭业主质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为啥连收俩月
的电费，觉得怪怪的。”近日，
福山区河滨小区业主李先生
介绍，该小区物业要连收两个
月的电费，将 2 0 1 3年 1 2月和
2014年1月的电费一起收，“12

月300多块钱电费的话，这次交
两份，把当月的电费也得交
了”对此，物业称怕春节期间
收不齐电费，所以提前收，到
了2月份再多退少补。

河滨小区物业要连收两
个月的电费，业主都觉得很奇
怪，“问了物业，他们说春节期

间要放假，但是交电费是在每
月12号到15号。”林女士说自己
咨询过供电公司，他们说都是
一个月交一个月的，没有提前
收电费的。

“不清楚是不是乱收费，
说多退少补，问题是能算得清
楚吗？”21号楼的李先生介绍，
有的业主怀疑他们拿着钱去
投资理财，“我们这个小区几
千户人家，一家收300块钱的电
费，那也有好几十万呢。”

13日，记者采访了河滨物
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称，每
年过春节都是这样收费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从1号开
始查电表，可是1号是春节期
间，查表的工人也得放假，我
们这边还得统计、入电脑，如
果查表晚的话，到了12号，我
们没法正常把电费收齐。”

据介绍，该小区有2名查
表员，小区有2000多户，任务繁
重，“一般从1号开始查表，到12

号才能赶上收齐电费，1号今
年刚好是春节，所以我们也是
担心到时候收不齐电费。”该
工作人员称，钱数都是根据电
表上的数据来收的，到2月份
再多退少补。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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