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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9日
第 2018040期 开奖号码: 6 8 4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967
0

2484

1040
346
173

1005680
0

429732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9日 第 2018018期 开奖号码
12 02 16
奖池累计金额 ： 0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26 07 21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21
459
1252
12269
19960

4
1
15
50
351
646

0
11366
1040
200
50
10

417733

20

七等奖 122081 3678 5

○○○○○●
○○○○○
○○○○●

○○○○

要想吃低保？请先晒家
底。近日，长沙市政府办公
厅出台了《长沙市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办法》（下称
《办法》）， 对低保对象的界
定、资格核查、信息保密等
作出了具体明细，将从3月1
日起开始实行。

以后在长沙申请低保，
不只是审核申请者的个人
经济状况，其家庭成员拥有
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家庭财
产以及家庭支出，都在审核
范围之内。当民政部门受理
低保申请后， 会与财政、公
安等相关部门进行衔接，通
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平台，对申请人及其家庭成
员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实。

《办法》规定，核对机构
应当自接受核对委托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
并向委托方出具书面核对
报告。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在
核对对象对审批决定提出
异议时，认为有必要复核其
家庭经济状况的，在核对报
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可
以申请复核。 一般来说，复
核工作将会对申请人及其
家庭成员的个人所得税、企
业所得税、保险收益、出租
房屋收入、养老金、失业保
险金、社会救济金、机动车
辆、船舶、房产、存款社保缴
纳、医保报销、受教育情况
等信息来进行。

为防止居民的个人信
息泄露，《办法》要求，核对
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统一的
管理制度。若核对工作人员
弄虚作假、 泄露个人隐私、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严
重后果的，将依法依规予以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记者 杨昱

本报2月9日讯 近日，长沙市
召开全市建筑业工伤保险暨建设
领域农民工劳动报酬保证金工作
会议， 正式发布建筑业工伤保险
升级版文件， 率先在全国建立农
民工劳动报酬保证金、工伤保险、
开工手续三联动长效机制。

长沙市自2010年开始在全
市范围内施行建筑业工伤保险，
其以低费率、高补偿的政策优势
和分散工伤风险、分担工伤费用
的显著功能备受建筑业企业的
青睐。

据统计， 长沙市目前参加工
伤保险的建设项目累计超过8000
个， 受到工伤保险保障的务工人
员年均稳定在30万人以上， 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的务工人员近万人

次， 住建领域新开工建设项目的
工伤保险参保率达100%。

而本次升级后的建筑业工
伤保险政策，不但将交通运输和
水利领域的建设项目纳入了参
保范围，同时规定铁路、机场、能
源、通信等领域的建设项目参照
执行，实现了建筑业工伤保险政
策全覆盖；而且在全国率先建立
农民工劳动报酬保证金、工伤保
险、 开工手续三联动长效机制，
即要求建设项目先参保再办理
开工手续，参保时需提供劳动报
酬保证金相关资料，未按规定交
存农民工劳动报酬保证金的将
上浮工伤保险费率，确保建筑业
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益、工伤保
险权益双落实。

80岁以上老人家，都可领高龄津贴了
长沙18万人将受益，年投入2.4亿元,最高每人每月可领500元

长沙将在全省率先实施普
惠性质的“老年津贴”制度。2
月9日，长沙市政府举行“高龄
津贴提标扩面” 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1月1日起，凡长沙市
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城
乡老年人均可享高龄津贴。

高龄津贴发放范围扩大

截至2017年底， 长沙市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约134万人，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约18万人，其
中，90岁以上1.6万人，100岁以
上268人。

“经审议通过，长沙市出台
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调整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从1
月1日起，全面实施8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普惠制度，提
高发放标准。” 长沙市民政局副
局长范凤芝介绍，2010年，长沙
市出台了《关于逐步建立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制度的通知》，从
2011年1月1日起实施80周岁以
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但其中
80-89周岁年龄段的低保老人
才能享受高龄津贴。

本次高龄津贴制度调整，
由特定人群向全面普惠转变，
80-89周岁年龄段的高龄津贴
不再是针对低收入老年人。“只
要是长沙市户籍， 年满80周岁
的老年人都可享高龄津贴政

策，惠及人群由9万余人增加到
约18万老年人， 意味着我们的
老年福利由救助型向基本生活
保障型发展。”范凤芝说。

高龄津贴发放标准提高

范凤芝介绍， 本次提标扩
面， 长沙市高龄津贴的发放标
准有大幅度提高。 由原来的
80-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50
元提高至100元，90-99周岁老
年人每人每月100元提高至200
元，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
每月300元提高至500元。为此，
2017年长沙市高龄津贴财政投
入约6700万元， 提标扩面后财
政一年投入将达2.4亿元。

高龄津贴调整后， 将实现
区域统一。 本次提标统一了全
市高龄津贴发放标准， 解决了
老年人同城不同待遇、 城乡不
同待遇的问题。

范凤芝介绍， 过去各区县
(市) 高龄津贴发放一般为一季
度、半年发一次,甚至一年一发
放, 这样做的弊端是老年人可
能不能及时享受政府的福利补
贴，这次还完善了发放流程，统
一明确为一个季度发放一次。
各区县(市)老龄办还将制定更
为完善的实施细则， 让高龄津
贴发放更严格，更便民惠民。
■记者 刘璋景实习生肖耀中

针对大型、超大型建设项目推出分期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措施；
针对因故未开工且终止施工的建设项目， 明确工伤保险退

费渠道；
全面推行费率浮动机制，根据建筑业企业的工伤事故、工伤预

防、信用资格等情况对其工伤保险项目缴费费率实行浮动管理；
分别从时间、 内容和人群三个维度规定建设项目工伤保险

的覆盖范围，明确权责边界；
完善动态实名制管理，实行务工人员花名册网络备案，提高

工伤事故调查效率；
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资料齐全的生产性事故提出快捷进

行工伤认定的要求；
对卧床不起、行动不便的工伤人员，将提供劳动能力上门鉴

定服务；
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工伤务工人员可按“小工伤”政策快速处理；
提出免费制作工伤保险公示栏等工伤预防宣传培训的相关

要求，将更多工作做在事故发生前；
着力推广社保卡，逐步将社会保障卡作为参加工伤保险、记

录安全培训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凭证；
推行工伤保险专管员制度， 由专人落实务工人员的工伤保

险权益；
要求建立网络平台专用窗口，用于下载办事资料、报备更新

花名册、工伤事故报案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李国航 王虹

长沙市出台建筑业工伤保险升级版新政
项目要开工，先给工人买保险

1、本人申请。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向
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提出申请，填写《高龄津贴申请审批
表》 一式三份， 同时提供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
（复印件各三份），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3张。

2、村（社区）审查。村、社区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经公示无异议后填写县高龄津贴发放汇总表上报各镇（乡）。

3、镇（乡）审核。镇（乡）负责对村、社区上报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和信息录入，建立老年人高龄津贴信息数据库，经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县老龄办。

4、县区老龄办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对象以书面形式进
行确认；对不符合条件的，将有关材料退回镇（乡），由镇
（乡）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5、镇（乡）发放。县老龄办根据审批情况将津贴划拨到各
镇（乡），各镇（乡）实行打卡发放。

在长沙申请低保
先得晒晒“家底”

12个方面进行服务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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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嘉禾县坦坪镇谢家村，创业人员为老年人发放迎新礼品。新春来临，该村数十名在外创业人员不忘
敬老情，筹措一批新春大礼包派发给村里80位70岁以上老年人，回馈家乡的养育之恩。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