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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下月起我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月最低工资标准四个档次分别调整为：1700元/月、1540元/月、1380元/月、122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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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18日

第 2019254期 开奖号码: 5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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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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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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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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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18日 第 2019109期 开奖号码
22 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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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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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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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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8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我省
自2019年10月1日起调整全
省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后，
月最低工资标准四个档次
分 别调整至 ：1700元 /月 、
1540元/月、1380元/月、1220
元/月；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同步调整， 分别
为：17元/小时、15元/小时、
13.5元/小时、12.5元/小时。

我省上一次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是在2017年，月最低工
资标准档次为：1580元/月～
1130元/月， 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档次为：15元～11.6元/小
时。此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月
最高档涨了120元。

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等
将涨薪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订
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
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
劳动报酬。据了解，最低工资
标准适用于我省境内的企
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
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与其
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劳
动者能得到哪些实惠？ 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部分
企业职工工资会提高， 主要
是部分制造业、零售业、服务
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初
入职员工、 低技能员工和辅
助岗位员工， 其他收入较低
的劳动者工资也会相应提
高。随着工资的增长，加班费
标准也应当相应提高。 另外，
与最低工资标准相关的待遇，
如病假待遇、基本生活费等也
会相应提高。

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

还在试用期的员工工资
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根据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
试用期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
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对于实行计件工资或提
成工资等形式的用人单位，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释，应当
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并
确定合理的计件(提成)工资标
准和计算办法，支付给劳动者
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记者王智芳实习生洪美华

通讯员 龚颖 刘玮

本报9月18日讯 作为全国首
个集高铁、磁浮、地铁、航空为一体
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磁浮城市航站楼自2019年3月
31日启用，至今已运行近半年，得到
诸多旅客好评。今日，中国南方航空
正式进驻机场磁浮城市航站楼，成
为继春秋航空、 九元航空后第33家
进驻磁浮城市航站楼的航空公司。
自此，长沙机场磁浮城市航站楼也
实现了国内航空公司全覆盖。

机场磁浮城市航站楼，位于长
沙高铁南站磁浮车站一楼，内设6
个人工值机柜台，4个自助值机柜
台，运营时间为8:30-20:30,办理
行李托运时间为航班起飞前2-4小
时。具备航班显示、航班查询、值机
办理、行李托运、车票销售等机场
综合服务功能，旅客可在磁浮城市
航站楼提前办理值机、行李托运等

手续， 乘坐磁浮快线直抵机场，享
受“一站式”服务。

磁浮城市航站楼运行半年以
来，通过不断提质改造，扩展业务
办理范围，优化办理环境，旅客日
办理量也节节攀升， 从初期日均
100余人增至1000余人。营运半年
以来， 共为10.04万旅客办理乘机
手续，办理行李托运3.14万件。

据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磁浮城市航站楼将放开办理行
李托运限制，方便旅客到市区或周
边购物休闲和游玩；为旅客提供一
站式信息服务，共享高铁列车信息
和航班信息，进一步发挥磁浮城市
航站楼再构建“空铁”联运快速骨
干交通线路中的纽带作用，打造空
铁联运综合运输典范。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寇冠乔 姚哲之

本报9月18日讯 2019年
我省第二次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工作
已启动，此次我省面向社会
公开招录消防员计划为684
名。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于2018年10月成立， 隶属
国家应急管理部， 承担着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应对
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
责， 按照纪律部队标准建设
管理， 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
和国家队。 此次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面向社会公开
招录消防员， 主要是消防救
援队伍和森林消防队伍。其
中， 消防救援队伍由原公安
消防部队转制组建， 森林消
防队伍由原武警森林部队转
制组建。

此次湖南招录的684人
包括消防救援队伍630名，森
林消防队伍54名。 全省18周
岁以上、24周岁以下 (1994年
10月11日至2001年10月10
日期间出生)的普通高中应届
毕业生均可报名； 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26周岁（1992年10月11日以
后出生）。

招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
报名人员登录应急管理部官
方 网 站 http://xfyzl.119.
gov.cn，即可查询招录公告、
招录计划、政策法规等信息。
招录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10
日18时。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汪丹

本报9月18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商务厅获悉， 为进一步完善
成品油终端销售网络， 我省将新
建7个加油站、 迁建4个加油站，
目前加油站的规划布点正处于公
示期。

据了解， 新建的7个加油站
分别是浏阳市洋溢加油站（浏阳
集里街道鼎丰路）、常宁常青加油
站（常宁市水口山镇常青路路
段）、衡阳市衡山虎园加油站（衡

山县萱洲镇双樟村）、衡阳市衡东
县文冲西路加油站、 祁阳县高铁
新城加油站、 娄底市娄星区娄双
加油站（娄双大道与S209交叉
口）。迁建的4个加油站分别是益
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中石化加
油站、新邵县寸石镇花桥加油站、
江永县中石化瑶城加油站（X079
线龙洋村路段）、冷水江市中石化
诚意加油站（冷水江市中连乡坝
塘村）。 ■记者 潘显璇

高铁南站能办33家航空公司航班值机手续了
黄花机场磁浮城市航站楼实现国内航空公司全覆盖

我省面向社会
招录684名消防员

我省将新建、迁建11个加油站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涉及
面广，社会影响大，关系着广
大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的切身利益， 上述负责人强
调，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及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
职责， 认真抓好落实工作。加
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通过设
立投诉举报电话，公开投诉信
息网络、 设置举报信箱等方
式，及时受理劳动者投诉。

据悉，各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如发现用人单位
违反相关规定，克扣或者拖欠
劳动者工资，支付给劳动者的
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要
按照相关规定，责令用人单位
限期向劳动者支付差额部分
的工资；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
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
倍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
偿金；拒不支付的，将对用人单
位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权益保障

9月18日，记者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下称长沙机场）获悉，为
落实民航局安保工作要求，长沙机场于近期提升安保等级，特提醒
近期出行的旅客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内容：1.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宜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乘机、过检手续，以免因交
通拥堵、排队等候耽误行程。2.请尽量减少随身携带行李，尽量在办
理值机手续时办理托运。3. 请在出行前确认托运行李中是否携带了
禁止托运的锂电池、充电宝、火种等禁限物品，如有请及时妥善处
置，以免影响行程。 ■记者 和婷婷

安保升级，请在起飞前2小时到机场

提醒

拒不支付单位最高罚2万元

图片·新闻

9月18日， 市民在观
看科创成果展示。当天，长
沙市芙蓉区主办“礼赞共
和国， 智慧新生活”20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中小
学生科创成果展示、VR互
动体验、 智伴机器人表演
等科普活动， 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体验智慧生活的
魅力。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黎庆芳 摄影报道

探索科创乐趣
体验智慧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