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5日讯 为进一步提
高我省工伤职工的保障水平，近日，
湖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保监局
共同出台关于开展补充工伤保险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补充工伤保险
是用人单位在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参加工伤保险的基础上， 另行参加
的补充性工伤保险。

因工伤残职工， 在按规定享受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基础上， 再由
补充工伤保险按照伤残1级至6级和
7级至10级分别支付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的20%和10%进行补偿； 伤残
职工存在生活自理障碍的， 按照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 生活大部分不能
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由补充
工伤保险分别一次性支付6万元、4
万元和2万元生活护理补偿金。

因工死亡职工， 其近亲属在按
规定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基础
上，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前五款规定的情形的， 再由补充工
伤保险支付6万元工亡补偿金；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六、七
款及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 再由
补充工伤保险支付2万元工亡补偿
金。另外，用人单位应支付的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由补充工伤保险
按照伤残5级至6级和7级至10级分
别予以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总额的40%和20%。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本报5月25日讯 今日上午，长
沙开福区青竹湖畔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里人头攒动， 该社区居民早早来
到这里进行免费体检。同时，他们还
将在这里享受社区提供的“零距离
服务”———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社区服务
中心， 除了中心办公区域维持办公
外， 其他的办公室被医疗器械“霸
占”，整个社区服务中心变成了临时
医院。青竹湖畔社区书记胡杜勇称，
“我们社区现在有4000人左右，其
中老年人占比约40%。 按照标准65
岁以上才能算是老年人， 可享受老
年人的一些免费服务， 但我们社区
已连续三年把标准降到了60岁以
上。同时，对社区居民进行一对一签
约，可以提供家庭病床、用药预防咨
询等方面的服务， 还有免费的上门
问诊等， 避免了大家大病小病都往
医院跑的局面。” ■记者 丁鹏志

本报5月25日讯 眼下的省森
林植物园里，各种绣球花花团锦簇、
特色玫瑰观赏品种正争相斗艳，还
有风车海洋营造的童话世界。今天，
记者获悉，5月31日， 该景区园庆日
当天将免门票向市民开放。此外，为
庆祝端午节及六一儿童节，5月28日
至6月1日期间， 该景区乐民水上乐
园将推出“两人同行一人免单”活
动。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彭炜

本报5月25日讯 开微
信公号做生意， 为解决银
行卡绑定问题， 兄妹俩网
购身份证办银行卡， 最终
被快递小哥发现了。 两人
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被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2016年9月7日， 下午6
点钟左右， 一男一女将快递
员李彬（化名）拦下，说有两
个快递要寄。“他们说包裹里
是牛仔裤和鞋子。”李彬将包
裹拿回公司检查发现， 包裹
内有许多用报纸和塑料袋包
裹着的、 一小包一小包的东

西。两个包裹的快递单上，寄
件人分别填写的是“王先生”
和“谢小红”，收件地址均为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

2016年9月11日， 民警
在福建省安溪县光德村将前
来领取包裹的覃春梅（化名）
抓获。 领取包裹的覃春梅就
是寄件人“谢小红”。之后不
久，另一个寄件人覃春生（化
名）也在福建被抓获。

据了解， 被告人覃春生
和覃春梅是兄妹关系。2016
年8月，被告人兄妹两人分别
购得34张女性的身份证和29
张男性的身份证。 为逃避警

方的打击， 两人选择了快递的
方式。

法庭上， 两人供述了办理
这些身份证和银行卡的目的。
从事茶叶生意的兄妹俩， 想要
通过开通多个微信公众号的方
式来扩大自己的交易。“开通微
信公众号需要绑定银行卡。”覃
春生说， 没想到触及了法律的
红线。最终，由于两人认罪态度
较好， 法院依法判处覃春梅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四
万。覃春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三年，罚金三万。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通讯员 吕玲雁 徐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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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5日讯 本周
日开始的端午小长假是今年
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
不少人早已铆足了劲， 准备
好好出去玩一玩。

近期， 携程旅行网发布
了端午节全球旅行产品价格
指数， 国内部分二三线城市
的航线价格较去年同期下
滑。境外方面，诸如普吉岛等
热门海岛的酒店间夜均价同
比下降，“今年端午， 前往这
些地区是非常好的时机。”

旅游度假产品方面，携
程公布的数据显示， 二三线
城市目的地的热度自“五一”
后再度攀升。 客流增长的同
时， 一些城市出发的产品价
格却到了历史低位。 境外旅
行产品方面， 部分热门目的
地的酒店、 度假产品价格也
较历史同期有所下降。 端午
期间， 普吉岛的平均间夜价

格 与 去 年同期相 比下 降
21.6%， 是前十目的地中的最
大跌幅，“性价比可说是近两年
最高的。”携程大住宿专家说。

长沙人最热衷去哪里
玩? 记者综合几家线上旅游
企业的数据显示，能“拼假”
的家庭有近半数选择出境
游。不“拼假”的市民家庭，短
途周边游成为他们的不二之
选，占比达到七成以上。

同时，今年端午假期紧邻
“六一”儿童节，亲子类出游主
题需求异常旺盛。据预定数据
显示， 超过三成的周边游需
求集中在动物园、 主题乐园
两大出游主题， 出游人群主
要以家庭为主。另外，端午假
期全国各地的“水世界”迎来
了入夏以来首个游客接待高
峰，需求量相比“五一”增长
一倍以上。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白舒惠 顾舒然

本报5月25日讯“12台
县际包车超越许可事项，从
事道路客运经营， 被开出24
万余元罚没大单。”记者今日
从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获
悉， 长沙鸿顺汽车客运有限
公司因违反《道路旅客运输
及客运站管理规定》被“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
罚款”。这是长沙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今年安全执法开出的
首份罚没大单。

客车超许可范围营运

“长沙鸿顺汽车客运有
限公司有12台客运车辆长期
跑张家界和凤凰的旅游运
输，请你们管一管。”5月9日，
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接群
众举报， 该处当天立即成立
了由副处长陶卫挂帅的专案
执法调查组，于5月10日进驻
长沙鸿顺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开展全面立案调查。

据执法人员介绍， 通过
查阅该公司派车单、 运输收
入记账簿、车辆过桥过路费、
找车辆驾驶人员询问、 调取
该公司车辆GPS运行轨迹等
相关证据， 发现该公司湘
AC5186等12台县际包车，在
4月6日至19日期间， 运行至
张家界、 凤凰等地进行市际
包车客运经营达137趟次，
“但该公司许可经营范围是：
县际包车客运， 只能在长沙
市范围内经营。 因此这些客
车属于‘超越许可事项，从事
道路客运经营’。”

查封客车并责令停业整顿

经查实， 该公司12台客
车非法所得共计41100元。5
月13日， 从长沙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行政执法处罚中心对
该公司违规经营开出《处罚
决定书》： 没收违法所得
41100元， 并处违法所得5倍
罚款计205500元， 罚没款共
计24.66万元；同时还对12台
县际包车进行查封， 并责令
该公司停业整顿7天。

“这是长沙市道路运输管
理处今年安全执法开出的首
份罚没大单。既对违法运输者
进行了严打，又给全市道路运
输经营者敲响警钟，希望大家
守法经营。”执法人员说。

据了解， 该处今年以来
加大道路运输行业安全执法
的力度，并把超范围经营作为
安全执法的重中之重，共出动
执法人员567人次，开展安全
执法352起，发现较大安全隐
患96起，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58份。 不仅开通了举报投
诉电话 0731-84303488，还
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设有违
法违规举报投诉栏目。截至5
月23日， 长沙市未发生一起
较大以上道路运输安全责任
事故。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吴文革

24万元！长沙运管开出罚没大单
发现客车超范围经营，可拨打举报投诉电话0731-�84303488

5月25日，长沙火车站售票厅南侧公交车停车坪，旅客在察看新设立的
公交线路指示牌。近日，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局针对该停车坪内的公交车站
牌进行了升级改造， 将过去放置在停车坪中间的指示牌改成3块带有指示
方向的站牌。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站牌标方向
避免坐反了

端午出游很划算 长沙人爱周边游

端午佳节期间， 湖南整体
天气较好。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
湖南前晴后雨，26-29日白天多
云间晴天为主；29日晚-6月1日
降雨过程伴有雷电、 短时强降
雨等对流天气， 主要降雨时段
在30-31日，湘中以北降雨较明
显， 局地有大到暴雨。 气温方
面， 近日白天省内气温逐步回
升，预计27-29日省内最高温可
达33℃左右。

建议公众根据天气预报，
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 节日返
程期间，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天气连线

“端午节”前晴后雨
27-29日最高温近33℃

网购大量身份证办银行卡，快递包裹露了馅
兄妹俩因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获刑

工亡职工符合条件者
最高可再获6万补偿金

家庭医生进社区
健康指导“零距离”

省植物园
5月31日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