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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5日讯 我省重点民
生工程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
今日举办大型工程进展汇报会，中
建五局三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志国
在会上透露，迄今为止世界最大室
内冰雪乐园与水上乐园相结合的
主题乐园———湘江欢乐城冰雪世
界项目有望在2018年竣工。

项目总投资120亿元，2014年

7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建成后，将
成为超越广州长隆和深圳华侨城
的全国性旅游产业巨擘。可创造直
接就业岗位8000个，间接就业岗位
5万个， 日接待游客最高可达10万
人次， 年接待游客超过1500万人
次，预计年收入约30亿元。

张志国介绍， 冰雪世界项目
的室内雪乐园主功能面3万平方

米，空间高度38米，不同级别的雪
道、滑轨沿深坑地势连接两座“阿
尔卑斯小镇”，结合众多新奇冰雪
游乐设施， 创造身临其境的冰雪
游乐体验。 室外水乐园总占地面
积7万平方米， 其中屋顶水乐园占
地面积2.3万平方米；以热带岛国为
主题，并依托深坑打造世界上落差
最大的悬崖滑道。 ■记者 李国平

本报1月15日讯 近段时间，以
“二胎补贴” 为幌子的骗术多起来，
却万变不离其宗。 长沙警方通过一
起真实案例， 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
识，防止被骗。

王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民政
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王女士
生完二胎，国家将发放相应的补贴，
金额近万元。王女士听完后，将自己
的银行卡号告诉对方后，便等待发
放补贴。但等了一个多礼拜，王女士
有些着急，便将电话回拨过去。

一段“官方”的彩铃过后，“工作
人员”接起了电话，告知王女士的银
行卡出现了问题，无法领到补贴，需
要王女士前往ATM机前进行操作。
王女士来到ATM机前，按要求将两
万余元存款汇到对方提供的财政
局“官方账户”后，对方让王女士回
家等待。

此类案件中，诈骗分子先通过
非法渠道获取事主的相关信息，由
于诈骗分子可以准确说出受害人
的相关信息，因此往往很轻易就可
以取得受害人信任。如果事主的警
惕心较高，他们还会让事主在ATM
机上选择英语操作，这样事主操作
完毕也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民警提醒：政府部门发放相关
补贴不会通过电话、短信形式发放，
更不会要求当事人到ATM机进行
转账汇款操作。遇到领取补贴等情
况，一定要提前了解政府相关补贴
发放及领取的条件和流程，不要被
骗子们找到可乘之机。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刘心

本报1月15日讯 今日
上午10时， 国家防总召开全
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
在会上，总结了2015年和“十
二五”防汛抗旱工作，分析了
防汛抗旱形势， 并安排部署
了“十三五”及2016年防汛抗
旱工作。

国家防总副秘书长、中国
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在会上
表示， 从目前的气候条件来
看，2016年的防汛抗旱形势不
容乐观，特别是厄尔尼诺事件
的影响不可小视。

据悉， 目前超强厄尔尼
诺仍在持续。 这次厄尔尼诺
事件从2014年5月开始，至
今已持续21个月， 持续时间
已经超过1997-1998年以及
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
件， 强度接近1997-1998年

的厄尔尼诺事件。 预计将于
2016年5月结束。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近期
的分析预测， 考虑厄尔尼诺
等因素影响，2016年我国气
候年景总体偏差， 降水总体
偏多，涝重于旱。预计春季的
3～5月， 长江中下游地区可
能出现阶段性的低温连阴
雨， 西南地区南部降水较常
年偏少，可能出现气象干旱，
东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可
能出现低温春涝； 预计汛期
的6～8月， 长江中下游流域
降水偏多， 出现洪涝灾害的
可能性较大； 西北地区东部
到华北西部降水偏少， 可能
出现气象干旱； 台风生成和
登陆个数可能较常年偏少，
但强度偏强。 ■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陈文平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是春节前保障民生的重点
工作。为确保年底农民工们
按时足额领取工资，1月15
日上午，我省召开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协调
指导小组会议，部署“两节”
期间农民工工资“清欠”工
作。 副省长蔡振红出席会
议。

会上透露，截至2015年
12月底，我省涉嫌拖欠农民
工工资金额为4.83亿元，涉
及人数达13万。

【案例】
元旦执法追回欠薪

“真没想到元旦节你们
都上班，还帮我们这些外来
务工人员追回了拖欠的工
资，太谢谢你们了。”元旦期
间，农民工肖建荣开心地从
郴州汝城县劳动执法人员
手中接过6983元工资。

2015年6月中旬， 肖建
荣、肖华兵等16名农民工从
老家宜章县来到汝城县热
水镇为玉玺宾馆挖防护桩。
工程建设超过原合同约定，
承包方遂与务工人员以口
头协商一致的方式续签了
合同。待工程全部完工验收
后，承包方却拖欠续签合同
的工资14.9万元。 在连续几
个月讨要工资未果的情况
下， 肖建荣等人在2016年1
月1日来到汝城县劳动监察
大队投诉。3日下午，在该县
劳动监察大队的监督下，承
包方将拖欠的148633元工
资全部发放。

这并不是个案，2014年
2月起， 宁乡农民袁佳成等
人便在吴宇承包的项目里
做事，吴宇委托徐照荣管理
项目。同年10月，徐照荣以
项目部名义向袁佳成出具
了40万元的欠条。 随后，袁
佳成带领农民工多次找吴
宇、 徐照荣要求兑现欠条，

但都被他们俩以业主单位
未付工程款为由拒绝。而业
主单位出具的合同和支付
凭证都显示工程款早已结
清。

直到2015年，一位农民
工的家人生重病，急需拿工
资治病。2015年12月袁佳成
和工友们一起找到专门帮
助农民工讨薪的专业律师
团队，在省总工会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 多次找吴宇、徐
照荣协商，最终达成一致确
认欠薪25万元。

【现状】
我省涉及拖欠农民工
工资4.83亿元

去年11月26日，我省成
立了由人社、公安、住建、交
通、水利、国资委、工商、总
工会8部门参加的湖南省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
查协调指导小组，并在全省
范围内对各类用人单位开
展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的摸底排查。现已排查
6364家单位，其中1163家存
在隐患，涉及金额4.83亿元，
涉及人数达13万人。

蔡振红指出，依法保障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是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
重要职责。要充分认识做好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的重要性，以严实精神抓好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的落实。

蔡振红强调，要督促企
业落实清偿被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主体责任，着力解决
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
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严格落实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统一负责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的责任。即日起
至春节前，全省各级人社部
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
通举报投诉渠道。

春节前24小时待命为农民工讨薪
我省部署“两节”期间“清欠”，摸底涉欠金额4.83亿元

银行代发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
从2014年开始，省人社厅在株洲攸县开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由银行代发的试点工作。2014年试点当年， 攸县全年受理
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117起。201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41起。

建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我省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

度，为全国最早。实践证明，凡交存了保证金的单位极少发生
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即使发生拖欠，也能迅速改正。

检查用工“网络化”、“网格化”管理
劳动保障监察管理“网络化”，以一个街道（乡镇）为一个网

格，将一个城区化成若干个网格，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网格
内的用人进行全方位、全动态的监管。

■记者 胡泽汇 通讯员 刘炜

世界最大室内冰雪乐园后年现身长沙

骗子假借新政行骗
长沙警方提醒：
别被“二胎补贴”忽悠了下周我省气温降至0℃以下

本报1月15日讯 进入
“三九”时节，湖南寒冬的威
力开始发挥到极致， 阴雨持
续，湿冷难耐，空气质量也不
佳。 受连日雨水和低温的影
响， 近日南岳衡山同现雾凇
雨凇奇观， 如诗如画的美景
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省气象台预计， 周末全省仍
持续低温阴雨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
周省内冷空气活动频繁，并
伴有两次降雨过程， 分别是
15-16日、19-21日。21-22
日气温明显下降， 并将有雨
雪冰冻天气，最低气温在0℃
以下。近期气温较低，大家用
电取暖器取暖时要远离易燃
物， 睡觉或外出一定要拔掉
取暖器电源。 ■记者 彭可心

受厄尔尼诺影响
今夏将出现洪涝灾害

冰雪世界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