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动用直升机喷药灭虫

本报6月11日讯“我同时
缴纳职工社保和城乡居保，却
只能享受一份待遇， 这不科
学。”今天，邵阳市民李先生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96258反映。
随后， 记者就此联系了当地社
保部门进行解答。

李先生是邵阳市隆回县
人。“我老家是农村的， 但一直
在省外务工， 公司为我们购买
了城镇职工社保。” 李先生说，
“但此前，我们村里要求购买居
民社保。”李先生因此同时购买
两份保险。

李先生表示， 购买两份保
险，对他来说负担很重，而且两
份保险还不能同时报销生病的
费用。李先生询问，针对此情况
他还有必要缴纳居民社保吗?

对此，隆回县人社局回应，
按照省、市医保政策要求，2017
年该县出台了《隆回县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其
中规定：“在本省范围内不得重
复参保， 不得同时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避免跨统筹地区重复参保、重
复享受待遇。 在省外参加了城
乡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 同时
在本县参加了城乡居民医保
的， 按就近原则自愿选择就医
和报销医疗费用， 但同一次住
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得重复报
销。” 该实施方案自2017年7月
1日起施行。原来已经在外面参
加企业职工社保又在该县参保
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其
本人可持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
隆回县人社局来办理参保终止
手续，将保费退还其本人。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李少坤

职保、居保
重复缴费将清退

2018.6.12��星期二 编辑 李青 图编 言琼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黄蓉A04 要闻·民生

法官说法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机遇下， 个人合伙的经
营模式被很多投资者和经营者
所青睐。 可若是合伙人之间失
去了精诚合作， 或者因缺乏制
度、法律约束失去平衡，合伙的
基础就会摇摇欲坠。6月11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公布了
两起相关案例，以案说法，谈谈
“合伙规则”的重要性。

合伙人不负责
除名未获支持

小刘与小徐同是90后创业
者，两人合伙开了家饮品店，约
定小徐占合伙份额七成，但没有
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工商登记的
经营者为小徐。 店铺开张后，生
意红火，也很快开始盈利。

2016年6月，小徐以小刘工
作不认真负责为由， 要求其不
要来店铺上班， 也不必参与店
铺的经营管理， 但盈余利润还
是依照约定分配。 时至2017年
4月，小徐以小刘不再在店铺上
班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
系， 并向小刘支付其自行清算
的合伙期间的盈余款项。 小刘
不服， 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起诉小徐， 要求确认两人之
间就饮品店存在合伙关系。

对此， 天心区法院一审判
决， 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伙协
议， 但小刘在饮品店参与管理
经营、 提供劳动并领取利润分
红款， 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合
伙关系。 小刘不存在自愿退伙
的情形， 亦不存在当然退伙的
情形。按照法规，小徐没有证据
证明小刘存在可以强制退伙的
情形， 亦无证据证明其书面通
知小刘予以除名。 当事人之间

达成的口头合伙协议合法有效，
故小刘的合伙人资格仍然存在，
对小刘主张确认合伙人地位的
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合伙人挖墙脚
法院支持除名

刘某、田某、杨某三人投资
开咖啡馆， 约定刘某占40%份
额， 杨某占40%份额， 田某占
20%份额。其中，由刘某登记为
个体工商户， 杨某担任咖啡馆
的店长，执行合伙事务，负责财
务、收银等经营管理工作。

然而， 就在杨某担任店长
期间， 他在咖啡馆附近开起了
“生活馆”， 其经营范围包括咖
啡、饮料、交友文化活动等。令
其他合伙人惊讶的是， 杨某还
在咖啡馆张贴其自营的生活馆
微信号。后经刘某、田某商议，
以杨某在执行咖啡店的事务
中， 存在侵占合伙企业财产权
益、 另行经营同类咖啡店构成
同业竞争等为由，向其送达《除
名通知书》。随后，刘某、田某诉
至长沙市天心区法院。

天心区法院一审判决，在
刘某等三人共同经营咖啡馆期
间， 杨某作为担任店长的合伙
人， 具有不得损害合伙体利益
的谨慎义务， 不得经营与合伙
事务相互竞争的业务。然而，杨
某行为明显损害合伙人的共同
利益。 对于其他两个合伙人对
其作出的除名决议， 法院认为
是合法有效的，原告田某、刘某
与杨某的合伙关系已经解除。

杨某对此表示不服， 遂提
起上诉， 长沙中院二审维持了
原判。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本报6月11日讯 工作人
员赤手摆盘、 蔬菜清洗池旁出
现活体蟑螂……5月29日定王
台食药监所对长沙小龙坎五一
大道店进行突击检查， 责令限
期整改。今日，对门店限期整改
进程做了复查。

5月28日，微博上一段关于
小龙坎老火锅加盟店循环使用
老油、 杯子拖把一盆洗的视频
引发网友热议。

除了对变质食材进行二次
加工， 该段视频中还爆出门店
员工将顾客未吃完的生菜端回
后厨重新装盘， 用切肉刀清洁
地面、 提炼已食用过的老油进
行二次出售等……

28日晚间， 小龙坎老火锅
官微发表声明称， 剪辑视频中
提及的吉林长春欧亚店、 哈尔
滨会展店、江西南昌店将立即停
业自查。为了检查长沙小龙坎门
店是否存在问题，5月29日上午，
长沙定王台食药监所前往小龙

坎五一大道店展开突查。
经检查， 店内出现工作人

员双手未及时消毒、赤手摆盘；
菜品清洗池旁有活体蟑螂爬
行，三防工作不到位；门店出示
的餐厨垃圾回收登记表没有回
收公司工作人员签字，且仅有5
月份回收登记等多项问题。

今天上午， 该所再次来到
长沙市小龙坎五一大道店，就
此前对小龙坎提出的责令整改
要求进行回访检查。 食药监所
相关负责人对三湘都市报记者
表示，经查，该店目前仍未按规
定修建单独的洁具清洗池，仅
将移动清洁盆与清洁工具移至
门店三楼天台。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事发
后多家小龙坎店日营业额下滑
程度超20%。不过，长沙多家小
龙坎门店似乎没有受到此次风
波的影响，其中，五一大道店在
17点30分就开始等位。

■记者 黄亚苹

6月17日是第75个父亲节。
为感恩伟大父爱， 长沙长海医
院现面向社会征集“写给父亲
的三行情书”，展示生活中让我
们动容的那些父母之恩。 即日
起 ， 市民 们 只需 通过 QQ：
8794921或关注长沙长海医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传与父亲
最感人的一张合照及父爱表白
文字。所有入选者，将获得精美
父亲节礼物一份及价值603元
父亲全套健康体检一份。

长沙长海医院还将开展
“献爱父亲节———爸爸88元享
全套健康筛查” 活动，6月11日

起至6月30日活动期间，所有通
过热线电话84662222或登录
长沙长海医院官网预约的市
民， 仅需88元即可为父亲预订
一份原价603元的男性全套健
康检查套餐一份。

长沙长海医院院长钟少华
介绍，湖南省唯一中医男科博导
贺菊乔教授博导工作站已于6月
初正式落户长海医院，6月11日
至6月30日期间拨打热线电话
或登录医院官网预约男科博导
工作站专家就诊的男性父亲，
可免除特聘专家会诊费500元。
■记者刘璋景通讯员周利军

合伙人不负责想除名，为何未获支持
一言不合就散伙？长沙天心区法院以案说法：这些“合伙规则”要厘清

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要预防个人合伙法律风险，最关键
的还是制定好“合伙规则”，以便于规范合伙体的经营、管理、合伙
财产分配、债务处理等合伙事务。

天心区法院民一庭法官方群英表示，在制定“合伙规则”时，需要
从出钱、出力、赚钱、执行、领导、罢免、退出、清算这8个方面来相互约
定。“创业者之间哪怕亲如兄弟也要依法签订协议，约定清楚各方的权
利义务，以免在共同创业过程中发生纠纷，影响彼此的信任和感情。”

全城征集“我爱你” 邀您对父亲说出“爱”
长沙长海医院启动温情6月活动

制定好“合伙规则”很关键

员工赤手摆盘，洗菜池边蟑螂出没
长沙小龙坎整改后无改观

本报6月11日讯 今日下
午， 乌克兰交响乐团落户张家
界云顶·金色大厅发布会在长
沙举行， 现场乌克兰功勋交响
乐团40多名艺术家集体亮相，
演奏湖南和世界交响乐名曲。
记者从会上获悉，6月14日乌克
兰功勋交响乐团将在云顶·金
色大厅正式演出， 今年暑假期
间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可免费观

看演出。
记者还了解到， 除了这次

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免费政
策外， 此前张家界市政府还批
准了武陵源、 黄龙洞和宝峰湖
三大景区从今年6月12日至9月
12日三个月期间， 面向今年所
有高考生实行免票政策。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汪梦媛

通讯员 王建军

乌克兰交响乐团
落户张家界云顶·金色大厅

6月11日早上8点，一架直升机在长沙岳麓区起飞，先后飞过花明楼镇、雨敞坪镇、莲花镇上空，把药剂喷
向一片片松树林。长沙拥有松林面积228万亩，松褐天牛是危害松树的主要蛀干害虫，为防止松褐天牛在松林
蔓延，6月10日-13日，长沙市林业局动用直升机，对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望城区、岳麓区、开福区等六区县
市进行了药剂喷洒。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吴珊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