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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郫县有轨电车初步规划出炉

与地铁6号线、2号线换乘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强 ）

成都

市 IT大道有轨电车郫县段 （工程

名）的初步线路方案近日出炉，记者

了解到， 郫县段主要分为主线和支

线两条线路，主线主要是经高新区，

到郫县德源镇， 然后再到郫筒老城

区；支线从金牛区接入之后，延犀安

路犀浦，然后再至红光银杏学院。建

成以后能够与地铁6号线、 地铁2号

线都能够形成换乘。

昨日凌晨，随着成都至北京西的新

型空调车从宝成线冉家河至广元西区

间呼啸而过，现场西成客专四川公司施

工人员开始最后短暂封闭前的准备，4

时30分， 宝成线该区间开始了7个半小

时的封闭， 近2公里长新老宝成线拨接

正式开始。

中午12时， 新老宝成线 “各走各

路”，原来的铁路线，也将成为西成客

专走向通道。

据介绍，西成客专四川段线下主

体工程已完工超过60%，预计2017年

底全线通车运营， 未来设计时速250

公里的西成客专将连接成绵乐客

专，形成北上出川的一条快速通道，

进京或到达北方城市的时间将大幅

缩短， 成都至西安成都动车组理论

上3小时即可抵达，至北京将可以缩

短至8小时。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报道

川渝社保卡互刷 需先备案登记

两名重庆参保人员昨尝试在成都结算，但因没有备案没能成功

宝成线改道 让路西成客专

成都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至每月1500元

原来跨省异地就医不是持卡马上

就能结算的。那要怎样备案呢？

分为两类。长期异地居住或异地就

医的参保人员持本人社保卡和相关身

份证明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异

地就医手续，经审核同意后可以登记备

案。登记备案信息即作为享受跨省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待遇的基础信息。需要注

意的是，必须是本人亲自办理。

第二种情况， 则是探亲、 旅游、出

差、外伤等在异地突发急症抢救住院的

参保人员， 可以在办理出院结算前，以

电话、传真、医院网络等方式向参保地

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异地就医登记

备案手续， 审批同意并备案登记后，即

可进行联网即时结算。这种情况，无需

本人亲自回到参保地办手续。

长期备案一劳永逸， 也就是说，办

理过后，可以一直享受跨省异地即时结

算。但临时备案只能当下享受跨省异地

即时结算， 再次遇到异地突发入院，还

需再次办理备案。

若办理了长期的跨省异地就医登

记备案后，又回到了参保地，不能在参保

地就医结算。不过，若还想在参保地就医

结算，可以撤销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据省医保局该负责人介绍，两地都

遵循“目录互认”的原则，即基本医疗

保险药品目录互相认可。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 “排列3和排列

5”第15175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616， 全国中奖注数7513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61611，全国中奖注数71注，单注

奖金10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

乐透第15075期开奖结果： 前区13

14 26 27 33，后区10 12，一等奖1注，

每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

奖28注，每注奖金277900元，追加12

注，单注奖金166740元。

成都

今日

尾号

限行

4� 9

今日 阵雨转小到中雨

21℃-30℃ 偏北风1-3级

明日 阴小到中雨

20℃-25℃ 偏北风2-3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55-85

� � � �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

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

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 极少

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首

批

联

网

医

院

名

单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三级甲等

2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三级甲等

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4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级甲等

5

四川省肿瘤医院 三级甲等

6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7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8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9

成都航天医院（龙泉驿） 二级甲等

10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1

广安市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四

川

1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级甲等

2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级甲等

3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级甲等

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级甲等

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级甲等

6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永川区）三级甲等

7

重庆肿瘤医院 三级甲等

8

重庆市中医院 三级甲等

9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万州区） 三级

10

武隆县人民医院（武隆县） 二级

重

庆

查询违法记录和缴款后违法状

态变更情况，有如下途径：一是向作

出处罚决定的公安交警部门查询；二

是登录代收银行网银查询；三是通过

四川交警公共服务平台查询（www.

scjj.gov.cn）； 四是打四川交警便民服

务中心966669查询。

四川省公安交警部门要求各级

交警设置专人专岗受理咨询服务，通

过设立服务电话、在执法办公场所设

置专席、确定具体办事部门和办事人

员等形式，为跨省异地缴纳罚款提供

咨询服务，受理和解决跨省异地缴纳

罚款中出现的问题。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通过 “966669”（四川交警便民服

务热线）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

被处罚人驾驶证核发地与处罚

地虽在同一省（区、市），但实际居住

地与驾驶证核发地不在同一省 （区、

市）范围，当事人申请在实际居住地

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的，由处罚地交警

部门受理并对申请予以审核，符合条

件的，应当在受理后24小时内将交通

违法罚款处罚信息传递至“全国交通

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当事人到银行

缴款时，银行通过业务系统未查询到

交通违法处罚信息的，当事人可通过

服务电话向处罚地交警部门查询，处

罚地交警部门应当及时核实情况，通

过“全国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手

工上传违法记录，以便当事人顺利缴

纳罚款。当事人办理机动车和驾驶证

业务中系统显示为“违法未处理”状

态， 而当事人提出已缴纳罚款的，交

警部门应当通过“全国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查询核对，确认“已缴款”

的，通过该平台更新违法状态，防止

延误当事人办理业务。

工商银行

95588

；

农业银行

95599

；

中国银行

95566

；

建设银行

95533

；

交通银行

95559

；

邮政储蓄银行

95580

。

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公安部、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跨省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试点工作

的通知》开始实施，四川省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施行交通

违法罚款可跨省异地缴纳。据悉，6月27日前，四川省各级公

安交警已完成了业务培训。为了方便市民，四川公安交警发布

“跨省异地缴纳罚款”指南。

一是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证核发

地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发

生交通违法被交警现场发现并处以罚

款处罚的，被处罚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

人可以到处罚地或者处罚地以外省的

代理银行营业网点缴纳罚款。

二是驾驶证核发地与处罚地在同一省

范围内的，应当在处罚地缴纳罚款。但是，

被处罚人实际居住地与驾驶证核发地不在

同一省范围内的， 经向处罚地公安交警部

门申请，可以在实际居住地缴纳罚款。

要求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和交通警

察按照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使用规定〉的通知》规

定的时限录入交通违法处罚信息。按简

易程序做出处罚决定的，应当在48小时

内录入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使用移

动执法终端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的，应当在24小时内将处罚信息导入交

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以确保当事人及

时跨省异地缴纳罚款。

7月1日起，适用跨省缴款情形的当

事人， 可以自行选择在省内或省外缴

款。省内缴款的，当事人可持处罚决定

书通过省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

行所有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自助设备和中国银联、中国电信的支付

平台缴纳罚款， 并可获取缴款凭证。同

时，违法行为人也可通过由公安交警部

门购置并联网的警务通、POS机、 自助

机具和“四川公安交警罚没款对账查询

系统”授权的驻点代收、互联网自助认

罚认缴等方式缴纳罚款。 省外缴款的，

当事人可持处罚决定书通过省财政厅

委托的代收银行在省外的银行柜面缴

纳罚款。跨省代收银行，7月1日起，当事

人在四川省因交通违法行为被公安交

警部门现场处以罚款处罚且符合跨省

缴纳罚款情形规定，可以到四川省以外

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任一营业网点柜台缴款。 此外，当

事人还可以通过上述银行开设的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银行自助服务终端缴

款。 银行营业网点代收交通违法罚款

后，向当事人出具已缴款证明；当事人

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银行自助服

务终端缴款后，可查询缴款记录或者打

印缴款成功界面、缴款凭条留存。

据悉，跨省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如需

要财政票据的，可在缴款后通过现场或

邮寄信件等方式，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交

警部门提出开具财政票据的申请，作出

处罚的交警部门应通过 “四川公安交

警罚款对账查询系统” 核实其缴款信

息无误后，打印《四川省交通违法罚款

票据》 并加盖开票交警部门收据章出

具给当事人 （对通过邮寄信件等方式

索要财政票据的，通过邮件方式将财政

票据寄到被处罚人在 “全国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上登记的住址）。对同

一笔违法行为仅能开具一次财政罚款

票据。

跨省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多缴纳或

错缴纳罚款的， 向作出交通违法罚款

处罚决定的公安交警部门申请退款，

由作出交通违法罚款处罚决定的交警

部门将相应罚款退付给当事人。 当事

人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后，经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决定撤销、 变更罚款处罚决

定或者作出国家赔偿决定的， 由作出

交通违法罚款处罚决定的交警部门按

照规定将相应罚款退付给当事人，并

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批准后

办理罚款退库。

投诉

电话

2

1

适用的交通违法情形有哪些？

该怎么缴纳？

如何查询？

从昨日开始，四川省本级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成都市城镇职工

医保参保人员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广安市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

员、重庆市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只要在川渝两地指定的21家异地联

网结算定点医院住院就医，持本人社保卡就能实现即时结算。

昨日是两地联网即时结算开通的首日，虽然尚无四川参保人员在重

庆定点医院刷卡结算，但已经有两名重庆参保人员在成都的一家定点医

院尝试结算。不过遗憾的是，两名参保人员没有结算成功，因为他们没有

进行登记备案。

据四川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要享受跨省异地就医，需事先到

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备案手续。否则，不能享

受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报销政策。

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刚刚开通，

目前只针对四川省本级、广安市城镇职

工医保参保人员，成都市城镇职工医保

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以及重庆市

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要持卡结算， 这些参保人员除了要

满足持有参保地人社部门发放的社保

卡，还必须事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哪些人员可以办理跨省异地就医

登记备案呢？

一是退休跨省异地安置和跨省长

期异地居住的。二是因疾病治疗需要转

到省外就医的。 三是参保人员因出差、

探亲、旅游等临时离开参保地或居住地

期间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异地

突发疾病确需就地急诊抢救的。

谁能

办理？

如何

备案？

交通违法罚款 可跨省缴纳

四川交警解读“跨省异地缴纳罚款”：银行拒收可打投诉电话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从7月1日起，也就

是昨日起， 成都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为1500元、1380元，上调幅度分

别为7.1%、10.4%。 非全日制用工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小时15.7

元、14.4元， 上调幅度分别为7.5%、

9.1%。据了解，这是成都市第13次上

调全市最低工资标准。

据成都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最低工资标准是劳动者在法定

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

前提下， 用人单位应依法支付的最

低劳动报酬。这一最低工资标准，是

综合考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地区

经济差异、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职工

平均工资增长、 职工个人缴纳社会

保险费和物价上涨等实际情况进行

的调整。

据了解，6月29日， 成都市人民

政府召开第80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

过了这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

并于6月30日印发了 《关于调整全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7

月1日起，将全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由

1400元、1250元调整为1500元、1380

元； 将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由14.6元、13.2元调整为每小时

15.7元、14.4元。

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

武侯区、成华区、成都高新区、天府新

区成都片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

都区、温江区、双流县、郫县、新津县

等14个区、 县将执行1500元/月、15.7

元/小时的标准；都江堰市、彭州市、

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蒲

江县等7个县（市） 将执行1380元/

月、14.4元/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

据该负责人介绍， 成都市最低

工资标准包含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但不包括延

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

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

件下的津贴， 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

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即使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食宿， 支付给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不应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按照《最低工资规定》的

要求， 用人单位应在市政府发布最

低工资标准后的10日内， 向全体职

工公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送成都重伤员转危为安

一辆行驶中旅游大巴， 在茂县

石大关村被飞石砸中， 造成一人死

亡两人重伤（成都商报已作报道）。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死者徐燕

的家属已到达茂县， 目前正协商死

者遗体善后事宜。 重伤病人郄建莉

（重型脑伤） 已进行急诊手术后送

进重症监护室进行护理。 另一位重

伤病人马爱珍目前在省人民医院治

疗，已脱离生命危险。

成都商报记者在省医院了解

到，6月29日凌晨， 马爱珍被转送到

了成都后， 立即进了急诊重症监护

室接受救治。医生介绍，她肋骨被砸

骨折，导致肺部有积液，左臂肱骨也

有骨折。 另一位重伤员郄建莉伤势

更严重，但目前不宜长途转运，家属

正在茂县当地医院协商邀请专家会

诊事宜。

马爱珍的女儿齐女士说， 母亲

是和家里两个女性亲戚一起参加了

去九寨沟的旅行团， 当时正乘坐巴

蜀假期旅行社的旅游大巴行驶在从

九寨沟回成都的路上。 死者徐燕是

马爱珍儿媳的妹妹， 当时和她坐在

大巴车的同一排座位上。“母亲告诉

我， 当时听到大巴车顶传来一阵震

耳欲聋的咚咚声， 像是有什么重物

砸在车顶一样。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座位左侧的大巴挡风玻璃就突然爆

碎了， 几块撞破了挡风玻璃大石就

砸进车里，”挨坐在一起的马爱珍和

徐燕都躲闪不及被飞石砸中， 马爱

珍左臂被砸中， 而徐燕则是头部受

创，送往医院时已经死亡。

齐女士表示， 经过在重症监护室

一天的治疗， 母亲伤势已经稳定了下

来，脱离了生命危险，而弟弟已经赶往

茂县，处理徐燕的后事。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

"3D"

第

2015175

期 开 奖 结

果：

743

，单选

20450

注，单注奖金

1320

元 （含加奖奖金）， 组选

3

，

0

注， 单注奖金

440

元 （含加奖奖

金）， 组选

6

，

51690

注， 单注奖金

220

元（含加奖奖金）。

●

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

七乐彩

"

第

2015075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4

、

30

、

13

、

19

、

12

、

18

、

20

， 特别号

码 ：

22

。 一等奖

2

注 ， 单注奖金

696566

元。二等奖

17

注，单注奖金

11706

元。 奖池累计金额

0

元。备

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茂县飞石砸中大巴车 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