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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书送达公告
各欠缴社会保险费单位院

你单位违反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曳第六十条的规定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袁 因我所根据你单位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
所登记的住所无法直接送达遥 现我所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叶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
知书曳袁你单位应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我所渊地址院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大道北路一
段 517号长沙市岳麓区社会劳动保险管理所冤领取叶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书曳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叶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书曳主要内容如下院限你单位自送达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袁将所欠社会保险费本金及滞纳金缴纳至长沙市岳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 渊户名院 长沙市岳麓区社会劳动保险管理所曰 账号院
800075839311017曰开户行院长沙银行河西支行冤遥 逾期仍不缴纳的袁欠缴社会保险费将
继续按日万分之五加收滞纳金袁 并将你单位的违法行为移送至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进行查处遥 经催缴后 10日内未缴清的袁同时中止你单位在职职工的社会
保险关系遥

长沙市岳麓区社会劳动保险管理所

2018年 7月 20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长人社监罚告字也2018页第 0040号

单位名称院四川鼎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院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 666号 1栋 24层 2415尧2417号
法定代表人院陈开全

2018年 2月 5日袁本机关接到投诉人向银江等 22人投诉四川鼎瑞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 560366元遥 渊22名投诉人全权委托向银江处理投诉一
事冤遥 投诉人张海建等 13人投诉四川鼎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
180000元遥 渊13名投诉人全权委托张海建处理投诉一事冤遥 2月 6日袁立案调查遥 3
月 7日袁本机关通过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公告送达院叶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曳长
人社监询字[2018]第 0040号遥 5月 9日袁本机关通过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公告送
达院叶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曳长人社监令字[2018]第 0040号遥 责令该公司
十日内依法支付向银江等 35位农民工工资柒拾肆万零叁佰陆拾陆元整渊740366
元冤袁并将整改情况于 5月 24日前书面报送本机关袁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按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遥
以上事实袁有投诉登记表尧35位农民工的自诉材料与身份证复印件袁授权委托书曰
叶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委托协查函曳院长人社监协函字[2018]第 0016号曰成都市劳动保
障监察总队回复函院成劳监函[2018]1号尧叶成都金府 SOHO物业服务中心曳的证明尧
叶四川安素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曳的证明及现场照片遥
本机关认为袁你公司克扣尧无故拖欠 35位农民工工资袁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行为袁违反了国务院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曳第三十条第一
款第渊三冤项的规定遥 根据国务院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曳第十八条第一款第渊一冤项尧
第三十条的规定袁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院
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渊15000冤整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曳第三十一尧三十二条和国务院叶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曳第十九条规定袁你单位享有陈述尧申辩的权利遥 如要求陈述尧申辩袁请你单
位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袁逾期不进行陈述尧申辩袁则视为自行放弃陈
述尧申辩的权利遥
联系人院邵峥 黄广平

联系地址院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二段 57号
联系电话院0731-82567742

2018年 7月 20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
长人社监理告字也2018页第 0040号

单位名称院四川鼎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院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 666号 1栋 24层 2415尧2417号
法定代表人院陈开全

2018年 2月 5日袁本机关接到投诉人向银江等 22人投诉四川鼎瑞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 560366元遥 渊22名投诉人全权委托向银江处理投诉一
事冤遥 投诉人张海建等 13人投诉四川鼎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
180000元遥 渊13名投诉人全权委托张海建处理投诉一事冤遥 2月 6日袁立案调查遥 3
月 7日袁本机关通过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公告送达院叶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曳长
人社监询字[2018]第 0040号遥 5月 9日袁本机关通过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公告送
达院叶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曳长人社监令字[2018]第 0040号遥 责令该公司
十日内依法支付向银江等 35位农民工工资柒拾肆万零叁佰陆拾陆元整渊740366
元冤袁并将整改情况于 5月 24日前书面报送本机关袁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按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遥
以上事实袁有投诉登记表尧35位农民工的自诉材料与身份证复印件袁授权委托

书曰叶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委托协查函曳院长人社监协函字[2018]第 0016号曰成都市劳
动保障监察总队回复函院成劳监函[2018]1号尧叶成都金府 SOHO物业服务中心曳的
证明尧叶四川安素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曳的证明及现场照片遥

本机关认为袁你单位克扣尧无故拖欠 35位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袁违反了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曳第五十条的规定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曳第九十一条第
一款第渊一冤项尧国务院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曳第十八条第一款第渊二冤项的规定袁拟对
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院
责令你单位依法支付向银江等 35位农民工工资柒拾肆万零叁佰陆拾陆元整

渊740366元冤遥
根据国务院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曳第十九条的规定袁你单位享有陈述尧申辩的

权利遥 如要求陈述尧申辩袁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袁逾期不进行陈述尧
申辩袁则视为自行放弃陈述尧申辩的权利遥
联系人院邵峥 黄广平

联系地址院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二段 57号
联系电话院82567742

2018年 7月 20日

社保编号 单位名称 法定
代表人

住所 欠缴时段 欠缴本金（元） 滞纳金（元）

30077264
湖南新罗马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吴松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教楼 1栋 201405-201807 360054.49 216610.3

30061062
湖南景和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秦伟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桐木村巡检
湾组 37号

201405-201807 146606.18 97980.16

10405481
湖南猎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张剑波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822号涉
外花园外教楼二楼

201404-201807 148024.83 91175.26

30047082
湖南汉子保健服务
有限公司

陈毅
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外教楼二楼

201409-201807 82037 .93 49286.22

30079416
湖南邦德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王朝晖
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外教楼一楼

201403-201807 1368006 .21 742518.01

30034128
湖南新猎鹰科教有

限公司
张剑波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822号涉
外花园外教楼一楼

201405-201807 1837548 .54 1166607.97

30080126
湖南雄鹰建筑节能
新材料有限公司

邱勇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822号湖
南涉外经济学院内 16栋

201405-201807 467447.32 285184.22

10405482
湖南达沃森建筑有

限公司
张元元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822号涉
外花园外教楼一楼

201511-201807 1480876 .72 526431.01

30153337
长沙质变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夏安龙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枫林三
路 8号喜地大厦 2912 房

201802-201807 8586.78 275.14

30093960
湖南省富鑫智能工
程有限公司

谭曦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猴子石大
桥西头北侧阳光壹佰新城 3-11
栋 307 房

201508-201807 133167.74 52026.09

湖南三才汇隆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院
经查袁你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任家良劳动报酬的行为,违反了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曳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遥
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曳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渊一冤项尧叶湖南省

工资支付监督管理办法曳第三十条的规定袁指令如下院支付任家良劳动报酬21339.97元遥
限你单位于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十日内进行整改袁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本机关遥
如果你单位拒绝执行本指令书袁本机关将依据国务院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曳

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袁对你单位处人民币 2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的罚款遥并根

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曳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袁责令你公司按应付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遥如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袁本机关将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遥
监 察 员院刘激扬 伍贤福

联系电话院82287901
地 址院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57号
邮 编院410011

2018年 7月 20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长人社监令字也2018页第 0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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