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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昨日，记
者从成都市人社局了解到，人社局出台

《关于调整成都市工伤保险费率浮动
政策的通知》。据了解，成都市已于 10
月1日起调整工伤保险费率，而昨日出
台的这一《通知》，则是在前期工伤保
险费率下调基础上的补充。根据《通
知》，在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政策的基础
上，新增六项不纳入成都市用人单位费
率浮动考核的范围。

今年10月1日起，根据成都市人社
局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工伤保险平
均费率由1%降至0.75%。并根据行业风
险程度细化基准费率档次，根据工伤发
生率对单位适当上浮或下浮费率。

新政策将原有的 3 类行业重新细
分为 8 类行业，并重新确定了基准费
率标准。一至八类的基准费率分别为
该 行 业 用 人 单 位 职 工 工 资 总 额 的
0.2% 、0.4% 、0.7% 、0.9% 、1.1% 、1.3% 、
1.6%、1.9%。各类行业费率均有三或五
个档次上下浮动。

而这一次出台的《通知》，则在费率
总体下调的基础上新增六项不纳入成
都市用人单位费率浮动考核的范围。

一是新增“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和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
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
单位后旧伤复发”不纳入费率浮动考
核范围；

二是考虑到四川省为地震、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新增“职工在地
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中受到伤害所发
生的工伤保险费用”不纳入考核范围；

三是新增“用人单位 2003 年 12 月
31日以前的老工伤人员发生的工伤保
险费用”不纳入费率浮动的考核范围；

四是新增“工伤人员经康复确认后
在工伤保险协议康复机构发生的康复
治疗费用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支出”不纳
入考核范围；

五是新增“用人单位工伤职工的
工伤长期待遇支出（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用人单位
因改制、分立、合并、转让等原因发生
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支出”不纳入费
率浮动考核范围；

六是新增“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的
用人单位在达标有效期内”费率不上浮
考核范围。

不过，据成都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费率调整后，职工的工伤待遇不
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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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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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今/多云间阴 12℃-20℃
偏南风1-2级
明/多云间阴，夜间局部有小雨
13℃-21℃ 偏南风1-2级

今天白天成都阴天间多云天
气，日间阳光有望突破云层洒下
温暖，最高气温升至 20℃，明晚
到30日白天局部小雨到访。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阳光可期 气温略升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5”第15293期
排列 3 直选中奖号

码：432，全国中奖注数3443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43214，全国中奖注数 14 注，单注
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票“七
星彩”第 15126 期开奖号码：
2839027，一等奖0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5293 期开奖结
果 ：920，单 选 9373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含加奖奖
金），组选 3，0 注，单注奖金 0 元
（含加奖奖金），组选 6，19866注，
单注奖金173元（含加奖奖金）。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 "第 2015126 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23、10、29、15、
20、11，蓝色球号码：12。一等奖
11 注，单注奖金 11422859 元。二
等奖 290 注，单注奖金 67463 元。
滚 入 下 期 奖 池 资 金 978661552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下调工伤保险费率
职工工伤待遇不受影响

连日来，有消息称，
西昌泸山光福寺的“九龙
汉柏”已死亡。昨日上午，
西昌市风景园林绿化管
理处组织相关技术人员，
再次到现场勘查诊断，对
这棵古树再次进行紧急
救治。

这棵古树栽植于汉
代，相传为西汉惠帝所
植，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
史，享有“巴蜀树王”之美
誉。1993年，“九龙汉柏”
被列入四川省十大古树
名木，属于受国家一级保
护的名木古树。2004年，
这棵古树又被省林业厅
等部门评为“天府树王”。

据介绍，2009 年以
来，这棵古柏树多次病
危，园林处先后组织省、
州、市林业专家进行了4
次大型的会诊和抢救。技
术人员介绍，“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这棵古树的情
况很不乐观，危在旦夕。”
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昨日
现场诊断的情况来看，外
观确实呈现枯死状态，但
是也不能就此判断它已
经死亡，目前只能说这棵
古树已经濒临死亡。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再次再次
急救急救

2000 岁 古 树濒临死亡

洗面桥巷：
街办执法中队拖走两辆“僵尸车”

“这两辆报废电瓶车终于拖走了，拥
挤的巷道一下变宽松了。”前日晚上，洗面
桥巷两辆报废的“执法”四轮电瓶车被拖
走，居民们纷纷点赞。一名过路车主称，这
两辆车停在这里长达半年，被拖走后路一
下就宽了。

“大概晚上10点，浆洗街街办执法中
队的工作人员来到洗面桥巷，随后来了一
辆叉车，把两辆电瓶车从道路上拖离。”附
近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车身分别写有

“综合执法”、“浆洗派出所”的两辆四轮电
瓶车停在洗面桥巷3号附近的铁门前，将
本就不宽的巷道占了三分之一，车上落了
一层厚厚的灰，是不折不扣的“僵尸车”。

记者在现场看见，原来停“僵尸车”
的地方成了一块空地，地面仅留方形的
浅色印记。据浆洗街街办执法中队工作
人员介绍，接到本报转来的群众反映后，
浆洗街街办执法中队立即联系了建筑公
司，当日晚上叉车和工人来到洗面桥巷3
号处，将报废车拖离现场，目前停放于单
位的停车场内。

国槐街：
“僵尸车”车主现身 自称忙忘了

李先生下班开车回家经过国槐街，经
常感到车多拥挤，望着缓慢前进的汽车长
龙，看看旁边，一排车停在路边占着车道，
使街道更加拥挤。更让李先生无法忍受的
是车道旁几辆破烂不堪的“僵尸车”。

昨日上午 10 点，国槐社区工作人员在海
桐农贸市场进行巡查，发现海桐农贸市场
斜对面分别停放了2辆僵尸车，其中一辆
面包车非常显眼，车身不仅“掉皮”严重、
锈迹斑斑，还有“牛皮廯”广告覆盖其上。
国槐街830号附近还有一辆“僵尸车”。据
了解，这两辆“僵尸车”均停了1年以上。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联合交警走访调查，
最终找到其中一辆面包车的车主，该车主
表示将尽快联系车辆报废公司，保证周五
之前对车辆进行处理。

据国槐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走访调查
“僵尸车”时，部分车主突然出现，随后开走
了自己的车。其中一辆“僵尸车”是附近一
家汽车维修厂停放的，相关人员随后自行
拖走。“这条街不仅有农贸市场还有商贸
城，上下班高峰期车流量本来就大，报废车
辆一定要及时处理。”国槐社区罗主任说。

记者随后联系了其中一辆“僵尸车”
车主吴女士。吴女士表示，这辆面包车是
一年多前买的二手车，拉了一个月货，出
现爆胎、保险杠破损等情况，只能暂时放
在海桐农贸市场对面的街边，后来自己又
买了一辆新车。她称，平时做生意太忙了，
没顾得上处理这辆车，“很抱歉没有及时
处理！今天立刻联系车辆报废厂。”吴女士
说。此外，一辆“僵尸车”车主称，车辆已送
往车辆报废厂进行处理。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任毅 摄影报道

两“僵尸车”被拖走 巷道一下变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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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通缉”僵尸车

周边环境脏乱、窨井盖等公共设
施缺损、占道经营、噪声扰民……所
有您身边的涉及民生和公共利益的
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映。

成都商报推出“民声直通车”专
栏，倾听市民呼声，回应市民期待，
联系相关部门，促进问题解决。您可
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86612222，也
可登录成都商报客户端“投诉”栏目
投诉。

近日，成都商报发出“僵尸车”通
缉令，对那些常年无人认领、影响交
通、霸占车位的车辆进行曝光，并联
合有关部门将车辆拖移。

如 果 你 发 现 道 路 上 、自 家 小
区内也存在着“僵尸”车，请与我
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