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武进区邢红友机械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武进区邢红友机械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武进区邢红友机械厂负责人闵长友武进区邢红友机械厂负责人闵长友，，因经营不善因经营不善，，拖欠拖欠2020余余

名职工名职工 20142014年年 1111月至月至 20172017年年 11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 365220365220
元元。。闵长友采取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拖欠工资闵长友采取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拖欠工资。。该厂职工发现该厂职工发现
其逃匿后其逃匿后，，向武进区人社局举报向武进区人社局举报。。武进区人社局于武进区人社局于 20172017年年 11月月
2222日开具日开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并通过在该厂经营地张并通过在该厂经营地张
贴贴、、发送短信等方式告知发送短信等方式告知。。20172017年年 11月月 2323日在该厂经营地张贴日在该厂经营地张贴
并留置送达并留置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并以发送彩信等并以发送彩信等
方式告知方式告知，，责令闵长友于责令闵长友于 20172017年年 11月月 2424日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日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报酬。。闵长友仍逃匿在外闵长友仍逃匿在外。。20182018年年 1111月月 2424日被网上追逃抓获日被网上追逃抓获
归案归案，，仍未支付劳动者相关报酬仍未支付劳动者相关报酬。。20182018年年1111月月2424日闵长友被刑日闵长友被刑
事拘留事拘留，，1212月月66日被逮捕羁押日被逮捕羁押。。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闵长友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武进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闵长友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罪。。20192019年年33月月2020日日，，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闵长友犯闵长友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万元币二万元，，责令其继续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责令其继续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
365220365220元元。。

二二、、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州市
武进通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武进通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通力橡塑常州市武进通力橡塑
制品有限公司股东制品有限公司股东、、实际经营负责人蒋萍实际经营负责人蒋萍，，因经营不善因经营不善，，江苏新江苏新
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拖欠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拖欠 8585名职工名职工 20152015年年 55月至月至 20152015
年年 77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 887560887560元元，，常州市武进通力橡塑制常州市武进通力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拖欠品有限公司拖欠2121名职工名职工20152015年年55月至月至20152015年年77月期间工资合月期间工资合
计人民币计人民币 172763172763 元元。。蒋萍于蒋萍于 20152015 年年 77 月月 2121 日关闭手机并逃日关闭手机并逃
匿匿。。职工讨要工资未果职工讨要工资未果，，向人社行政部门投诉向人社行政部门投诉。。武进区人社局武进区人社局
调查后调查后，，于于20152015年年77月月2828日向两公司发出日向两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
正指令书正指令书》，》，通过打电话通过打电话、、发送短信联系蒋萍发送短信联系蒋萍，，并在两公司住所地并在两公司住所地
张贴公告张贴公告，，责令两公司于责令两公司于 20152015年年 77月月 3030日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日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
者劳动报酬者劳动报酬。。蒋萍仍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蒋萍仍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20162016年年1010月月99日日
上海市金山公安分局抓获蒋萍并临时羁押于上海市金山区看守上海市金山公安分局抓获蒋萍并临时羁押于上海市金山区看守
所所。。20162016年年1010月月1010日蒋萍被刑事拘留日蒋萍被刑事拘留。。

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
制造有限公司制造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通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通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蒋萍犯拒不蒋萍犯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支付劳动报酬罪。。20192019年年 33月月 2828日日，，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依法作出判决：：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江苏新旋风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劳动报酬罪，，判处判处
罚金人民币十二万罚金人民币十二万
元元；；常州市武进通常州市武进通
力橡塑制品有限公力橡塑制品有限公
司犯拒不支付劳动司犯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报酬罪，，判处罚金判处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人民币三万元；；蒋蒋
萍犯拒不支付劳动萍犯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报酬罪，，判处有期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四个月徒刑一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万元万元。。

三三、、钟楼区荷钟楼区荷花川乐园饭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花川乐园饭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钟楼区荷花川乐园饭店经营人冯金林钟楼区荷花川乐园饭店经营人冯金林，，拖欠拖欠1515名职工名职工20172017

年年33月至月至88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133264133264元元，，并逃匿拒不支付拖并逃匿拒不支付拖
欠工资欠工资。。20172017年年99月月77日日，，钟楼区人社局下达钟楼区人社局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限期改正指令书》》
并公告送达并公告送达。。冯金林仍未支付职工工资冯金林仍未支付职工工资。。20172017年年 1010月月 2020日被日被
刑事拘留刑事拘留。。

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于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2019年年55月月2424日起诉指控冯金林犯拒日起诉指控冯金林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92019年年 66月月 1313日日，，钟楼区人民法院依法作钟楼区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出判决：：冯金林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冯金林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其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责令其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
资合计人民币资合计人民币133264133264元元。。

四四、、常州广方机械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常州广方机械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常州广方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常州广方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赵广明实际负责人赵广明，，拖拖

欠欠 66名职工名职工 20172017年度及年度及 20182018年年 11月至月至 55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
9284192841元元。。武进区人社局分别于武进区人社局分别于20182018年年99月月66日日、、99月月1313日日、、1010月月
99日发出日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分别于责令其分别于20182018年年
99月月 1212 日日、、99月月 1717 日日、、1010 月月 1515 日前依法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日前依法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
酬酬。。赵广明以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职工工资赵广明以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职工工资，，20192019年年 33月月 66日日
被网上追逃抓获归案被网上追逃抓获归案，，仍未支付劳动者的相关报酬仍未支付劳动者的相关报酬。。20192019年年33月月
66日赵广明被刑事拘留日赵广明被刑事拘留，，33月月2020日被逮捕羁押日被逮捕羁押。。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赵广明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武进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赵广明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罪。。20192019年年66月月1717日日，，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赵广明犯赵广明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千元千元；；责令其继续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责令其继续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9284192841元元。。

五五、、溧阳市兴鹏羊毛衫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溧阳市兴鹏羊毛衫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溧阳市兴鹏羊毛衫厂溧阳市兴鹏羊毛衫厂（（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姚东生经营者姚东生，，拖欠拖欠 1919

名职工名职工 20162016年年 44月至月至 20172017年年 1010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 192623192623
元元。。姚东生以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职工工资姚东生以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职工工资。。20172017年年 1111月月 1515
日日，，溧阳市人社局向姚东生送达溧阳市人社局向姚东生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书》，》，责令其于责令其于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020日前支付拖欠工资日前支付拖欠工资。。20172017年年1111月月
2020日日，，向姚东生送达向姚东生送达《《劳动保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要要
求 其 立 即 支 付 拖 欠 工 资求 其 立 即 支 付 拖 欠 工 资 。。
20172017 年年 1111 月月 2323 日日，，向姚东生向姚东生
送达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
决定书决定书》，》，责令其于责令其于 20172017年年 1111
月月 2828日前支付拖欠工资日前支付拖欠工资。。案案
发后发后，，姚东生亲属分别于姚东生亲属分别于20182018
年年11月月2323日和日和55月月77日将职工日将职工
工资全部结清工资全部结清。。姚东生于姚东生于
20182018年年55月月11日被抓获并临时日被抓获并临时
羁押羁押，，55月月33日被刑事拘留日被刑事拘留。。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于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2019年年66月月2424日起诉指控姚东生犯拒日起诉指控姚东生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92019年年 77月月 1111日日，，溧阳市人民法院依法作溧阳市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出判决：：姚东生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姚东生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缓刑
六个月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六六、、常州市科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常州市科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案报酬案

常州市科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其华常州市科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其华，，拖欠拖欠 5252
名职工名职工 20152015 年至年至 20182018 年年 88 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 34400793440079..5555
元元。。徐其华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徐其华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武进区人社局于武进区人社局于20182018年年1111
月月3030日发出日发出《《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责令其于责令其于20182018年年
1212月月33日前足额支付日前足额支付，，但该公司仍未支付拖欠工资但该公司仍未支付拖欠工资。。20192019年年11月月
2828日日，，徐其华主动投案徐其华主动投案。。20192019年年11月月2828日被刑事拘留日被刑事拘留，，22月月22日日
被逮捕被逮捕。。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于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2019年年77月月2222日起诉指控常州市科慧日起诉指控常州市科慧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其华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法定代表人徐其华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罪。。20192019年年88月月1616日日，，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常州市科常州市科
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慧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判处罚金人民币
十万元十万元，，责令该公司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责令该公司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
34400793440079..5555元元；；徐其华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徐其华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年，，缓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七七、、常州耀逸机械常州耀逸机械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常州耀逸机械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上某常州耀逸机械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上某，，曾用名上敏曾用名上敏

莉莉，，拖欠拖欠 88 名职工名职工 20152015 年至年至 20162016 年年 1010 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月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

105595105595元元。。职工讨要工资未果职工讨要工资未果，，向人社行政部门投诉向人社行政部门投诉。。武进区武进区

人社局调查后人社局调查后，，于于 20162016年年 1111月月 2424日向该公司发出日向该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劳动保障监

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通过打电话和在公司住所地张贴公告等形通过打电话和在公司住所地张贴公告等形

式式，，责令该公司于责令该公司于20162016年年1111月月3030日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日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

报酬报酬。。上某于上某于20162016年年1010月逃月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20192019年年44月月

1414日上某被刑事拘留日上某被刑事拘留，，20192019年年44月月2626日被逮捕羁押日被逮捕羁押。。
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常州耀逸机械有限公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常州耀逸机械有限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上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上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92019年年88月月1919
日日，，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常州耀逸机械有限常州耀逸机械有限
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责令该并责令该
公司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公司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 105595105595元元；；上某犯拒不上某犯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一万元。。

八八、、陈辉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陈辉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陈辉俊租用常州市华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东侧陈辉俊租用常州市华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东侧 44楼车间和楼车间和

设备设备，，从事床上用品加工经营活动从事床上用品加工经营活动。。20182018年年77月至月至1212月月，，拖欠拖欠3535
名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名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 264665264665元元。。20192019年年 11月月 1111日日，，金坛区人金坛区人
社局送达社局送达《《限期改正指令书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限期足额支付职工责令其限期足额支付职工 20182018年年
1010至至1212月期间剩余工资月期间剩余工资，，但陈辉俊采取逃匿方式拒不支付职工但陈辉俊采取逃匿方式拒不支付职工
工资工资。。20192019年年 55月月 1010日陈辉俊被刑事拘留日陈辉俊被刑事拘留，，20192019年年 55月月 2323日被日被
逮捕羁押逮捕羁押。。

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于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2018年年88月月2929日起诉指控陈辉俊犯拒日起诉指控陈辉俊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92019年年99月月44日日，，金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金坛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判决：：陈辉俊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陈辉俊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并责令其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并责令其支付尚未支付职工工资合计人民
币币264665264665元元。。

九九、、金坛区华城鼎顺服装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金坛区华城鼎顺服装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常州市金坛区华城鼎顺服装厂实际经营者李叶军常州市金坛区华城鼎顺服装厂实际经营者李叶军，，20182018年年

1010 月至月至 1111 月月，，因经营不善因经营不善，，拖欠拖欠 5151 名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名职工工资合计人民币
397799397799元元，，并逃匿拒不并逃匿拒不
支付拖欠工资支付拖欠工资。。20182018
年年 1212月月 77日日，，金坛区人金坛区人
社局向华城鼎顺服装社局向华城鼎顺服装
厂发出厂发出《《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改正指令书限期改正指令书》，》，并并
张贴在李叶军居住处张贴在李叶军居住处
予以公示予以公示，，李叶军仍不李叶军仍不
支付拖欠工资支付拖欠工资。。20192019
年年 55 月月 1515 日李叶军被日李叶军被
刑事拘留刑事拘留，，55 月月 2727 日被日被
逮捕羁押逮捕羁押。。

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于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92019年年 99月月 22日起诉指控李叶军犯拒日起诉指控李叶军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92019年年 99月月 1818日日，，金坛区人民法院判决李金坛区人民法院判决李
叶军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叶军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并处罚
金人民币四万元金人民币四万元。。

十十、、常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常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案酬案

常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常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负实际经营负
责人屠思贵责人屠思贵，，因经营不善因经营不善，，拖欠拖欠 3535名职工名职工 20182018、、20192019年度年度（（大部大部
分为分为20182018年年1111月至月至20192019年年11月月））工资合计人民币工资合计人民币390274390274元元。。职职
工讨要工资未果工讨要工资未果，，向人社行政部门投诉向人社行政部门投诉。。武进区人社局于武进区人社局于 20192019
年年 22月月 2828日发出日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并通过打电并通过打电
话话、、发送短信发送短信、、寄送邮件寄送邮件、、在该公司住所地张贴公告等方式在该公司住所地张贴公告等方式，，责令责令
该公司于该公司于 20192019年年 33月月 44日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日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屠屠
思贵于思贵于20192019年年22月月2525日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日逃匿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经公安机关电经公安机关电
话劝投话劝投，，屠思贵于屠思贵于 20192019年年 66月月 1717日主动投案日主动投案。。20192019年年 66月月 1717日日
被刑事拘留被刑事拘留，，77月月11日被逮捕羁押日被逮捕羁押。。

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92019年年 1010月月 1515日起诉指控日起诉指控
常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常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屠思贵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屠思贵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20192019年年 1212月月 1111日日，，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常常
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州文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罚金人判处罚金人
民币六万元民币六万元；；屠思贵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屠思贵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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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欠薪犯罪严厉打击欠薪犯罪严厉打击欠薪犯罪
———常州市人社局公布—常州市人社局公布1010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

党中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也将于也将于20202020年年55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近年来近年来，，少数少数
企业和个人仍抱着侥幸心理企业和个人仍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身试法，，拒不依法履行工资支付责任拒不依法履行工资支付责任，，损害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损害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我市人社部门加强与司法机关联我市人社部门加强与司法机关联
动动，，坚决依坚决依法打击拖欠工资违法行为法打击拖欠工资违法行为，，及时查处了一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及时查处了一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较好地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较好地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为加强为加强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惩戒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惩戒，，警示欠薪企业和个人警示欠薪企业和个人，，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促进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促进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法规和规
章章，，常州市人社局公布常州市人社局公布20192019年度年度1010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