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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期间， 加强劳动保障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
工作， 落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案件移送、会商制度、分级
督办制度，密切人社、公安、法
院、 检察院和各部门受理、移
送、查办工作。符合移送条件的
案件要全部移送， 坚决打击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在全社
会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开展欠薪维权专项行动。
利用媒体滚动公布并畅通人社
“12333”、司法“12348”、公安

“110” 报警及行业主管的举报
投诉热线电话， 畅通欠薪问题
举报投诉渠道。

建立劳动争议仲裁“绿色
通道”，快速调处涉及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争议案件。 各级公安
部门对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案件， 要加大侦办
力度，做到依法快查、快审、快
诉。 各级司法部门要积极为劳
动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做到
有问必答、 有求必应、 有诉必
申。

我省将进行省本级教育收费检查
本报11月19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
网获悉，该局将于2019年11
月至2020年3月期间对省管
高校及中央、国家机关、军队
（限对社会招生部分）所属在
湘高校收费行为和收费公示
执行等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检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

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
下属有关单位， 主要检查行
政事业性收费政策执行情

况、 教辅差价款返还情况及
其他违规收费行为； 对各级
各类学校（含幼儿园），主要
检查价费公示制度执行情
况，教育收费政策执行情况，
重点查处取消项目继续收
费，强制收费，强制代收商业
保险费并获得回扣、返还款，
教辅差价款返还， 跨学年收
费， 以学分制变相提高收费
标准等违法违规收费行为。

■记者 朱蓉
OPPO手机潇湘卡
（电子卡）上线啦

本报11月19日讯 记者18日从湖
南潇湘支付公司获悉，OPPO手机潇湘
卡（电子卡）已经上线。

有了这张电子卡， 不需在二维码乘
车支付处排队， 只需将手机背面靠近地
铁、公交的刷卡区域，就能识别通过，系
统自动扣费。便利的是，手机无论是在通
电话、看视频，还是处于息屏、停机或未
联网状态，不需解锁屏幕、打开App，就
能刷卡成功。

潇湘卡包括电子卡现可在全国31
省260个城市消费， 在长沙支持乘坐地
铁、长望浏宁公交、磁浮快线，且享受相
应折扣。 ■记者 石芳宇

老年爱心卡即办即领
本报11月19日讯 今日，在长沙交

通集团赤岗冲湘行一卡通客服中心，一
张“爱心卡即办即领”的宣传海报吸引
了不少人关注。 即日起，65岁以上老年
人到该中心办理爱心卡可以享受即办
即领的便捷服务。

为方便老年人出行，提升老年人乘
车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长沙交通集团全
面推行客服中心“老年人只跑一次”新
模式。据了解，这也是全市首次实现老
年卡当场受理即时领卡。

工作人员介绍，凡户口在长沙地区
（含长、望、浏、宁）的年满65周岁及以上
且未办理老年卡的老人， 可凭身份证
（外地户口凭身份证、暂住证）到赤岗冲
湘行一卡通客服中心、望城坡湘行一卡
通客服中心、长沙市政务中心窗口免费
办理老年爱心卡。 而办理爱心卡的时
间，也从之前的20个工作日，跑两次才
能拿到卡，到现在的只需要1分钟，跑一
次就可以拿到卡。 ■记者 石芳宇

黔张常铁路试运行，预计年底前正式开通

乘动车去张家界游玩即将实现
本报11月19日讯 今

天， 随着一列和谐号动车组
客运列车驶入张家界西站，
标志着黔张常铁路已结束联
调联试，进入试运行阶段。

黔张常铁路自渝怀铁路
黔江站引出， 途经重庆市黔
江区，湖北咸丰县、来凤县，
湖南湘西州龙山县、 张家界
市桑植县、永定区，在张家界
市与焦柳铁路衔接， 向东经
常德市桃源县后至终点常德
市。

黔张常铁路设计标准为
I级双线客货共线，正线运营

长度336.257公里，设计时速
为200公里， 共设15个车站。
其中客运站9个， 包括黔江
站、常德站2个既有车站和咸
丰站、来凤站、龙山北站、桑
植站、 张家界西站、 牛车河
站、桃源站7个新建车站。

按计划， 黔张常铁路将
于今年底建成通车。届时，湘
西州、 张家界将首次迎来动
车组列车， 对促进武陵山区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国家西
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

■记者 邓晶琎 和婷婷

欠薪案件在春节前分两步“清零”
我省开展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严重欠薪单位及责任人将纳入“黑名单”

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拿到工钱、回家过年是头等大
事。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即日起至2020年
春节前，我省将组织开展“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
行动”。

11月19日，我省召开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电视电
话会议，并下发《湖南省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
动工作方案》，确保我省实现2020年基本
无欠薪。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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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情况

根据《方案》要求，通过根
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确保全
面实现政府工程项目、 国企项
目欠薪在2019年底前清零，社
会投资项目欠薪在2020年春
节前清零， 确保不发生因农民
工工资问题出现群体性、 极端
性问题。

此次行动将以招用农民工
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
集型加工制造等行业为重点，
突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
项目，易受出口贸易摩擦影响的
加工制造业企业，以及存在拖欠

农民工工资隐患的其他企业。
行动内容包括： 确保用人

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情况；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
企项目审批监管、 资金落实和
工程款按期结算情况； 工程建
设领域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
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
代发工资、 工资保证金等保障
工资支付制度情况； 依法处置
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严
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情况； 对欠薪违法行为依法依
规实施信用惩戒情况。

严重欠薪者纳入“黑名单”管理

《方案》要求，2019年12月
1日至2020年春节前， 各地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议事协
调机构要组成联合执法检查
组， 对辖区内用人单位工资支
付情况进行集中排查。 严格落
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及时发
现和化解欠薪隐患， 集中力量
清理化解历史存量欠薪问题，
坚决防止发生新欠。 重点实施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目
欠薪清零攻坚行动， 对查实的
欠薪违法行为，做到“两清零”，
即2019年10月底前发生的政
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目欠
薪案件在2019年底前全部清

零， 其他欠薪案件在2020年春
节前及时动态清零。

加大整顿建筑领域市场秩
序力度，严厉查处未批先建、违
法分包、层层转包、挂靠承包等
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

同时， 对存在严重拖欠农
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
及相关责任人，及时纳入“黑名
单”管理，做到“应纳尽纳”，实
施联合惩戒，使其一处违法、处
处受限。 对违法欠薪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的， 政府部门要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
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示。

“绿色通道”快速调处争议案件

11月19日， 长沙市2019
“红书签·爱满星城”全民阅读
公益活动首批爱心阅览室捐
赠仪式在岳麓区郡辉路旁廉
政文化广场举行，为长沙首批
30个“红书签”爱心阅览室授
牌，长沙市新华书店为爱心阅
览室捐赠各类图书约3.2万
册。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图书捐赠
爱满星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