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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小区内的
共享单车堵在消防通道怎么办？
未满12周岁的孩童骑着共享单
车在社区追赶嬉闹如何劝解？近
日，在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社区
成立了长沙市首个社区共享单
车维护队，专门对社区的共享单
车进行巡逻、维护，发现乱停乱
放的单车便会移到规定的停放
区域，对于被损坏的共享单车则
会联系相关企业进行维修回收。

荷花池社区主任童文敏介
绍， 共享单车维护队现有20人，
由社会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组成，
每天都会安排成员进行巡逻。之
前很多共享单车都是停放在荷
花池公交站附近的人行道边，影
响出行，小孩上、下学时都要站
到马路上等车。 成立维护队后，
停车变规范了，与周边学校也达
成共识，禁止未满12周岁的孩童
骑车，既方便又安全。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明欢

本报5月18日讯 献血者
参加无偿献血后，献血者本人、
子女、配偶、父母可享受献血后
免费用血, 费用可以在医院直
接报销。

今日下午， 记者从省血液
中心召开的全省血液管理暨用
血返还会议上获悉， 从6月1日
开始， 医院报销血费系统将正
式投入使用， 今后凡可以享受
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住院病
人，均可在该医院直接办理“用
血费”报销手续，免除了来回奔
波之苦。

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十四
条规定：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
以上（含本数，下同）的，偿还献
血者本人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
的费用；献血量累计在600毫升
以上不满900毫升的，偿还献血
量3倍临床用血的费用；献血量
累计在600毫升以下的，偿还献
血量2倍临床用血的费用。除献
血者本人按照前项规定偿还用
血费用外， 献血者的配偶、父
母、 子女还可共计偿还与献血

量等量临床用血的费用。
省血液中心负责人介绍，

实施医院直接报销后， 利用采
供血服务信息的互通网络，献
血者本人（含在长沙市内、省内
其他市州及外省参与无偿献血
者）及其直系亲属（含父母、子
女、配偶），其用血费用报销直
接在经治医院办理。 无偿献血
者献血当日起， 即可享受无偿
献血报销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无偿献血
者本人报销， 需要献血者身份
证或军官证复印件； 就诊医院
出具的财务结算发票、 用血清
单原件或复印件； 申请人银行
账号（开户行、户名）、联系方
式。

无偿献血者亲属报销则要
求献血者身份证或军官证复印
件； 证明与无偿献血者为直系
亲属关系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就诊医院出具的财务结算发
票、用血清单原件或复印件；申
请人银行账号（开户行、户名）、
联系方式。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花江柳

从6月1日开始，我省医院报销血费系统将正式投入使用

无偿献血者及亲属免费用血，出院直报

5月18日，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金霞段，提质改造后绿草如茵、花木飘香。该段风光带位于长沙北二环至北三环
之间的湘江大道西侧，长约4.5公里。自2015年12月起启动绿化景观提质改造项目，其规划定位为滨江旅游休闲
区，总投资约2.55亿元。目前，整个项目已基本完工，部分段实现了对外开放。 记者 田超 摄

湘江风光带金霞段基本完工

荷花池社区成立
共享单车维护队

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人才市场了解到，5月20
日上午湖南人才市场将举行
“营销大典――大型营销人才
专场招聘会”。

根据《湖南省2017年一季
度人力资源市场动态与分析》
报告， 一季度我省营销人才求
人倍率高达3.52,意味着3.52个营
销岗位争抢一名营销人才。 据报
告，营销还进入了2017年一季度
我省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

前五个职业，并且高居第二位。正
是基于该背景， 湖南人才市场策
划和举办了本次活动。

目前， 本次招聘会已经收
到远大集团、运达集团、威胜集
团等38家企业提供的300余个
营销岗位，需求人数1000多人，
岗位年薪在5-20万之间，求职
者可以提前登录湖南人才网
www.hnrcsc.com进行了解。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贺小花

实习生 娄娜

周六将有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本报5月18日讯 “长沙市
雨花区、 芙蓉区已实现精准半
小时内送达。”今日，记者从京
东华中规划部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京东在原有当日达、次日
达的快速物流基础上， 进一步
推出预约收货的“京准达”服
务。而“京准达”的预约收货时
间由最初的2小时缩短至1小
时，如今又缩短至30分钟。

目前，长沙雨花区、芙蓉区
正率先试点， 京东也是业内率
先推出这项服务的电商企业。
这两个区的消费者可以自由选
择一周内的收货时间， 时效精
确到30分钟， 送货时段为每天
早上9：00至晚上19:00。由此，
长沙将成为全国首批试点网购
预约送达时间精准到30分钟以
内的城市。 ■记者 李国平

长沙网购送达或精准到30分钟内

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将确
保今年城乡低保补助水平要
分别比上年提高10%以上，确
保2017年失能半失能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比例达 30% ，到
2020年达50%以上，同时将符
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有关规
定的残疾人纳入救助供养范
围。

据悉， 我省今年要全面推
开“救急难”工作，建立完善部
门联动、社会参与、快速响应机

制，解群众燃眉之急。开展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活动，
做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重病患
者医疗救助工作。

此外， 我省将加快灾区倒
损民房恢复重建， 原则上当年
倒损住房必须在来年春节前建
成入住。 对于2016年遭受特大
洪涝灾害目前仍住在临时安置
住所的受灾群众， 凡有建房要
求的，务必于今年6月底前全部
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娄娜

今年城乡低保补助比上年提高一成

印刷耗材招标公告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 现对印刷耗材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欢迎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采购项目：2017 年 6 月 -2018 年 5 月
期间印刷所需的油墨（黑墨、彩墨）、CTP 版、橡
皮布、油墨清洁剂、润版液等印刷耗材。

二、投标主体资格
1、 具备投标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

立法人
2、投标人注册资金要求：油墨、CTP 版：生

产商、代理商注册资金均为 1000�万元以上；

橡皮布、油墨清洁剂、润版液：投标人注册
资金 200 万元以上。

3、具有本地采购货物生产许可证或产品生
产商对此项目的授权代理证书， 能提供本地化
服务；

4、投标人不可以组成联合体投标。
三、 报名、购买标书时间：2017年5月27日止。

联系人：吴女士 0731-84329229
����������������������������������������13973159159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19日

本报5月18日讯 昨天，中
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
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第23批
（5月16日12时-5月17日12
时） 信访件197件， 累计交办
3129件。今天，记者对诸多群
众信访举报件中的案例进行
了实地采访，了解整改情况。

记者留意到，在交办事项
中，有群众反映“长沙市芙蓉
区识字岭杨开慧公园里新建
了一个垃圾站，垃圾及废品堆
在杨开慧公园周边，垃圾站散
发恶臭。”

5月18日， 记者来到杨开
慧公园，发现一栋垃圾站就位
于芙蓉中路马路边，四五米开
外的地方就有一栋居民楼。据
了解， 该垃圾站是今年4月改
造完成并投入使用的，它承担
着周边道路沿线及小区近2千
户居民的生活垃圾转运任务。
芙蓉区环卫局副局长邹海滨
介绍，针对市民反映的臭气问
题， 他们立即进行了整改，在
垃圾站安装除臭设备、 卷闸
门，在垃圾站东侧窗户上安装
玻璃。“环卫所还安排专人及

时对站内垃圾斗进行清洗，严
格遵守9:00后清运斗入站后
统一进站有序倾倒的规定，禁
止装有垃圾的保洁车在站前
长时间停留，确保垃圾站干净
整洁，减少气味散发。”

此外，还有群众反映“芙
蓉区定王台街道金沙里社区，
从建湘路上长沙银行宿舍小
巷子进来可以看到一个雨棚，
雨棚是违章建筑，楼上的垃圾
全都倒在雨棚上，气味很重也
很脏。”

5月18日， 记者在现场看
到，雨棚已经被拆除，留下一
些斑驳的痕迹。“那个雨棚就
是横在两栋楼之间， 有300多
平方米。2000年建的时候主要
是为了避雨、乘凉，但后来有
高楼层的住户往下丢垃圾，就
堆在雨棚上， 又不好清理，长
期下来，雨棚就变成‘空中垃
圾站’，又脏又臭。”定王台街
道金沙里社区主任易毅明表
示，接到投诉后，社区工作人
员第二天就将雨棚拆除，并经
常派人来巡查，制止乱扔垃圾
的行为。 ■记者 和婷婷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23批群众举报件

开慧公园新建垃圾站熏人！已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