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为及时捕捉高质量成长投
资机遇，工银瑞信近日顺势推出
成长主题新品———工银瑞信高
质量成长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A类009029；C类009030），于5
月28日起正式发行。 该基金将
聚焦新兴产业， 精选基本面优
秀、成长潜力大的上市公司进行
重点投资。 根据招募说明书，该
基金所界定的“高质量成长股

票”主要是指符合经济发展趋势
或产业升级转型方向，并且所处
行业成长空间大、 赶超机会多，
具有优秀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竞
争优势的公司。同时，该基金股
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60%-95%，弹性较高，可投资于
港股通的比例占基金股票资产的
比例为0%-50%， 两地布局扩充
投资版图，充分把握投资机会。

“科技+消费”长牛股云集
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顶配团队”掘金

本报5月27日讯 26日，农
业农村部官网公布了今年农业
产业强镇建设名单，259个乡镇
入围。其中，湖南14个镇（乡）上
榜。14个上榜的镇（乡）分别是:
安仁县灵官镇、新宁县黄龙镇、
衡阳市常宁市西岭镇、 南县三
仙湖镇、湘潭县花石镇、安乡县
黄山头镇、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
营田镇、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攸
县皇图岭镇、慈利县零溪镇、桃
江县大栗港镇、双牌县茶林镇、
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 龙山县
里耶镇。

农业产业强镇建设要求紧
扣乡村产业振兴目标， 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聚焦镇（乡）1－
2个农业主导产业，加快全产业
链建设、全价值链开发，着力支
持提升生产基地、仓储保鲜、加
工营销等设施装备水平， 培育
产业融合主体， 创新利益联结
机制，持续助力脱贫攻坚，打造
主导产业突出、 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创新创业活跃、产村产
城一体的农业产业强镇， 示范
带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 李成辉

我省14个乡镇入选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

本报5月27日讯 今天，由湖
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我国首
个精准对接、 专业服务的志愿助
残移动平台“湘助残”APP正式上
线。

据介绍，“湘助残” 已实现与
“湖南志愿服务网”后台数据互联
互通。通过“湘助残”服务平台和
大数据的定向匹配， 志愿者可以
精准地找到残疾人服务对象，残
疾人也可便捷地获取自己所需要
的志愿服务。

目前，我省拥有222家各类助
残志愿服务组织、9.4万余名在册
助残志愿者。“湘助残” 服务平台
的上线运营， 将把全省1000余万
注册志愿者和408万残疾人紧密
连结在一起， 也标志着我省助残
志愿服务迈入信息化高速发展轨
道。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唐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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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7日讯 农民工
讨薪案件一站通办、一次通办，
案件执行优先立案、优先执行、
优先兑付。

今天上午， 省高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 省高院副院长杨翔
通报了去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
保障农民工工资审判执行工作
有关情况，公布十大典型案例。
2019年以来， 全省各级法院共
受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13343
件 ， 结案 12257件 ， 结案率
96.86%； 执结涉农民工工资案
件7482件，执行到位率96.1%，
兑付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款5.5
亿元。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111人获刑

为确保农民工顺利拿回每
一分血汗钱， 湖南法院为农民
工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
号通办、 一次通办的一站式诉
讼服务， 最大限度降低农民工
维权成本和门槛； 依法对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 小额速裁程序
等， 高效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增进与行业协会、工会、
劳动仲裁等组织机构的沟通协
调， 完善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
协同处置机制。

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

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六
千元以上的， 或者拒不支付十
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
额累计在四万元以上的， 为我
省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数额较大” 标准。2019年以来
全省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判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犯罪分
子105件111人，其中判处一年
以上有期徒刑38人。

为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开辟“绿色通道”

为确保农民工工资权益及
时兑现， 湖南法院加大执行力
度， 对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开辟
了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兑
付执行款的“绿色通道”。充分
发挥执行指挥中心、“总对总”
“点对点” 网络查控系统的作
用，依托“一案一账号”执行案
款管理系统， 确保执行款高效
快速支付给农民工。

常态化开展涉农民工工资
集中执行活动，加快推进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共享与运用 ，
“以惩促执”打击失信行为。积
极开展执行救助，及时将符合
条件的当事人纳入社会保障、
脱贫攻坚的范围，完善相关配
套制度。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琛

本报5月27日讯“中医人逆
行，新闻人逆行，我们都是逆行
人”……今天上午，新湖南客户
端“中医药大学”频道上线仪式在
湖南日报社22楼中央厨房举行，
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秦裕
辉将一件特殊的防护服交到湖
南日报社总编辑邹继红手中。当
天，湖南中医药大学与湖南日报
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进
高校融媒体中心建设。

这件写有“中医人逆行，新
闻人逆行”的特殊防护服上，精
心绘制了杏林和黄鹤楼等图
案，47名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
疗队队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重现了湖湘中医人英勇抗疫的
感人画面。 湖南日报社领导表
示， 这件珍贵的礼物将永久存
放在报社报史馆中。
■记者 刘镇东 宛俊余 刘琼琼

本报5月27日讯“又忘记
带医保卡了。”今日，在老百姓
大药房买药的陈先生结账时面
临尴尬一幕。“现在可以领取你
的医保电子凭证， 以后直接手
机扫码进行医保支付。”工作人
员介绍。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省医保
局获悉，即日起，湖南省医保参
保人可通过“湘医保”（湖南省
医疗保障局官方微信） 公众号
领取你的医保电子凭证。

待医保电子凭证应用落
地， 即可在全省试点医院或药
店进行医保卡身份识别、 移动
支付、信息查询和业务办理。值
得注意的是， 没有智能机的老
年人和儿童可以授权亲属用智
能手机代为领取医保电子凭
证， 使用亲属的智能手机出示

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办理相关
业务，而原来的社保（医保）卡
线下渠道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省医保局通过建立“湘医
保”线上平台，依托医保电子凭
证身份识别和线上支付体系，力
争2020年6月中旬前在各试点
城市单位推行医保电子凭证应
用，7月起其他市州全面启动医
保电子凭证推广应用工作，年底
前将实现全省电子凭证“扫码支
付”全覆盖。

据了解， 我省医保电子凭
证试点地区包括省本级、 长株
潭、 永州五个统筹区及其辖区
内的13家定点医疗机构。 试点
药店包括老百姓大药房、 益丰
大药房等12家主要零售连锁药
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黄浔 石珊 王勇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受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1.3万多件 111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获刑

兑付5.5亿元！帮农民工拿回血汗钱

典型案例

2015年至2017年8月，浏
阳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老板
张某拖欠刘某等90余名公司职
工工资共计人民币84万余元。
2017年8月后，张某更改联系方
式， 以藏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劳
动报酬。2018年5月， 张某在外
地被警方控制并移交给浏阳市
公安局。 通过公开拍卖张某公
司设备， 已拍卖得款人民币40
余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工资。部
分被拖欠工资的职工对被告人
张某予以了谅解。

【判决结果】 浏阳市人民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已构成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已拍卖得

款人民币40余万元用于发放
职工工资，故对被告人张某可
酌情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人张某犯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
元。被告人上诉后，二审予以
维持。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积极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严厉打击
拖欠工资的行为，对恶意欠薪、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形成了强
有力的震慑，对规范劳资关系、
稳定社会秩序、 增强人民群众
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获得感、
安全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拖欠工资84万余元，公司老板获刑16个月

年底前，手机扫码
就能进行医保支付
医保电子凭证即日起可领
没有智能手机可授权亲属代领

志愿助残移动平台
“湘助残”APP上线

湖南中医药大学与湖南日报共推融媒建设
新湖南客户端上线“中医药大学”频道

5月27
日，新湖南
客户端“中
医药大学”
频 道 上 线
仪 式 在 湖
南 日 报 社
22楼中央
厨房举行。

记者
刘镇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