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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可兑换2500元人民
币、面值500元”的外币，让再三
提防的李女士上当了。26日19
时许，成都天府三街，她在兑换
者的“无奈求助”下，用1000人
民币兑换了这张外币。对方提
出第二日一定会再次联系，到
时用人民币换回这张纸币。

然而，回到家，李女士才发
现手上的这张外币早已无法流
通——她被骗了。

遇到俩“外国人”
两名“新加坡华人”，希望
帮忙换钱

26日19时许，成都天府三
街的街头，李女士被两名自称
新加坡华人的女子拦住了。“你
好，外商协会怎么走啊？”李女
士并未听过这个机构，回答“不
知道”。接着，对方又求助李女
士，是否可以帮忙在地图上查
一查。“你们自己不可以导航
吗？”面对陌生人突然的问话，
李女士提防地回答。

“她们说自己是华人，过来
后因为手机APP的版本问题，
和这边不太一样，无法查询。”
李女士介绍，而后，自己还是通
过地图软件为对方进行了查
询，“但并没有查到这个所谓的
外商协会，我就说不知道。”

接着，李女士准备离开时，
再次被对方叫住，称希望得到
帮助。“他们说是华人，来自新
加坡，手上的钱是新加坡币，没
有兑换，加上银行也已经下班
了，外商协会可以兑换，但又找
不到。”李女士称，对方希望自
己能够帮助联系一下银行的朋
友或者酒店“通融一下”，“这时
我下意识地想了下，对方可能
是骗子，就说手机不能支付吗？
他们又说没有用APP，微信也
没有绑定银行卡。”

李女士介绍，对方为了证
明自己的情况，还拿出了银行
卡以及钱包，“确实是一些外
币。”这时，对方拿出了一张500
元面值的纸币，并称兑换比为
1：5，可以换2500元人民币，希
望李女士能够帮忙。

换了张“外国钱”
据说可兑换2500元，对
方：“换一千就够了”

在此过程中，两名“华人”
还向李女士表示，尽管可以兑
换2500元人民币，但只需李女
士兑换1000元即可，第二天，会

联系李女士，约定时间地点，待
到银行兑换到钱后，再用1000
元换回这500元“新加坡币”。

“当时不知道咋的，也就糊
里糊涂答应了，因为你想，别人
本来可以兑换2500元，都没有
什么顾虑，我只给了1000元，那
人家肯定是要要回去的吧。”李
女士称，自己也就未再多想，而
至于那张纸币是不是“新加坡
币”，李女士也没有多想。同时，
经过现场拨打电话，对方手机
也确实是可以接通的。

因为身上没有那么多现
金，李女士还在随后与对方一
道，找到了一些商店，将手机里
的钱兑换成纸币，再给了对方
1000元人民币，拿到了这张500
元的“新加坡币”。

而后，双方分开。这时候，
李女士才冷静下来，上网查了
一下新加坡币的样子，“然后我
就发现那个‘新加坡币’不对，
新加坡币好像没有500元面值
的。”李女士心里咯噔一下，赶
紧给对方打了电话，“电话当时
也接通了，他们说在计程车上，
要去机场拿行李，然后就很恳
切地说，你放心，明天一定会打
电话，回来拿这个钱的，一定会
把这1000块钱还给我，换回那
500块钱，我当时就相信了。”

当了回“冤大头”
“新加坡币”系前南斯拉夫
纸币，已无法流通

不过，李女士并未等到对
方的电话，再次拨打，对方的态
度也变得强硬，之后再也打不
通了。

实际上，李女士手中的这张
500元的“新加坡币”，并非真正
的新加坡元。记者通过成都一家
银行工作人员的辨认以及查询
发现，这实际上是前南斯拉夫
1990年的纸币，目前已经无法流
通，多作为一些爱好者的收藏
币，实际价值非常低。也就是说，
一张早已无法流通的纸币，却让
李女士付出了1000元人民币。

确认被骗，李女士向辖区警
方报了警。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目前已向李女士详细了解了情
况，正进行调查，但由于其案件
本身人员的流动性及不确定性，
侦办难度较大。警方也对李女士
的情况给出提醒，应当对此类街
头兑换钱币的行为保持警惕，有
可疑情况应及时报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杜玉全 图据受访者

李女士用1000元兑换的“新加坡币”

“难道人死了后，还要继续缴保险？”这让峨眉山市的梁女士很不解。今年1
月1日，梁女士的丈夫去公司临时加班，突发疾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在向人社
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后，被不予认定工伤。梁女士不服，在诉诸法院后，人社部门
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梁女士原以为尘埃落定，不料在申请工亡待遇时，却再起波澜——社保部门
以工亡当月未缴工伤保险为由，不予受理。四川峨眉山市社保局认为，该工亡待
遇应由用人单位支付。而用人单位也觉得很冤，并不知晓人死了还要续保，不知
道错在哪里。对梁女士而言，她也不清楚到底该谁支付，但总得有人付。既然被认
定了工伤，一家人只希望早点把80多万元工亡待遇拿到手。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287期开奖结果：
71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123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1 08 10 15 21 22 28，特别号码：0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19157 期：
03313100103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45期：113031130303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62期：211122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45期：1130311303031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27日)

足彩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87期开奖结果：337，直选：5679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6316注，每注奖金346元。
21974852.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87期开奖结果：33723，一等奖49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80883218.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23期全国销售273397306元。开奖号码：
03 13 15 26 30 05+12，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
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100注，单注奖金379897
元，追加29注，单注奖金303917元。三等奖207注，单注奖金
10000元。2325632751.35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
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
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兑彩票

路遇“新加坡华人”求助兑换外币

1000元，换了个教训
警方：应对此类街头兑换钱币行为保持警惕，有可疑

情况及时报警

丈夫加班死亡被认定为工伤
工亡待遇却拿不到，原因：

死亡当月
单位没缴工伤保险？

死者家属 不
清楚到底该谁支
付，但总得有人付

社 保 局 死
亡当月单位没缴
工伤保险，应由
用人单位支付工
亡待遇

用人单位 每
个月都按时给员
工缴保险，不知道
人死了还要继续
给他缴保险

据峨眉山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根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
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
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目前社保缴费都
是当月缴当月，唐某某工亡当月，其单
位驰骋公司并没有给该职工缴纳工伤
保险。

既然认定了工伤，理应享受工亡
待遇，那么这笔80多万元补助金到底
该谁出？

据峨眉山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系统显示，1月2日，该公司为唐某
某办理了停保终止缴费；1月11日，其家
属办理了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的退
费，终止社会保险关系。在此次家属申
请工亡待遇之前，社保局并不清楚该职
工工亡一事，也未接到过该公司咨询。

峨眉山市社保局作出的《不予受理
通知书》，依据的是《社会保险法》第41
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认
为不属于工伤基金支付范围。据上述两
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
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
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
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
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峨眉山
市社保局认为，唐某某的工亡待遇应该
由用人单位支付。

不过，《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3
款规定，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
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
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那么，现在
该公司可以为唐某某补缴工亡当月的
工伤保险吗？

“现在想补缴也不行了。”峨眉山市
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一是唐某某
的社会保险关系已经终止，系统中无法
进行补缴；二是即使可以补缴，也不能
享受工亡待遇，上述条款中“新发生的
费用”不包括因公死亡职工的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

对此，驰骋公司负责人谢先生认为，
上述条款规定的情形是，用人单位应当
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但公
司并非没有给职工参保，只是由于时间
差，且在不知晓政策情况下，当月职工死
亡后，没有继续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如今，社保部门拒绝支付工亡待
遇。要是让企业支出这笔钱的话，谢先
生觉得非常冤枉，“企业每个月都按时
给员工缴保险，不知道人死了还要继续
给他缴保险，真不知道错在哪里，该补
我们就补上，但显然不应由企业来承担
赔偿。”

对梁女士而言，她也不清楚到底该谁支付，但总得有人支付。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
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
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再过两个多月，就是丈夫死亡一周年的忌日了，梁女士希望
早点把工亡待遇申请下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死者家属：
工亡待遇总得有人付
希望早点申请下来

遭遇变故
加班突发疾病死亡，最终被认定为工伤

41岁的唐某某是峨眉山市人，从
2004年10月开始，他便开始在峨眉山
市驰骋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骋
公司）上班，从事铆焊工作。

每天上班下班，不料陡生变故。
今年1月1日，元旦节本该放假，唐某
某受公司生产副总梁某安排，临时去
公司加班。加班过程中，唐某某“头昏
得厉害”，随即回家在家人陪同下前
往医院就医。

经医院诊断，唐某某为消化道
出血、急性冠脉综合征。因病情严
重，当日转入乐山市人民医院，被确
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房室传导阻滞
心源性晕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当

日16：34，唐某某经抢救无效，被宣
布临床死亡。

丈夫去世后，梁女士强忍着悲痛
处理了后事。随后，祸不单行，她又病
倒了，住了整整一个多月的院。

“丈夫是在加班过程中突发急性
心肌梗死而死亡的，应该认定为工
伤。”今年4月，梁女士正式向乐山市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不过，令她始料未及的是，乐山
市人社局以“无证据证明唐某某于
节假日去单位加班、事故发生于工
作岗位”为由，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
的决定。“他们怀疑加班的真实性，
因为当天放假，临时安排加班的生

产副总梁某和我们又有亲属关系。”
梁女士不服，将乐山市人社局告到
了法院。

经法院审理查明，从工伤认定倾
向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可以认定唐某某系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8月16日，法院作出
判决，撤销乐山市人社局《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书》，责令判决生效之日起
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10月12日，乐山市人社局重新作
出认定，唐某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或
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
视同）为工伤。

拿到了工伤认定决定书，梁女士
终于松了一口气。

“丈夫出事后，家里的顶梁柱就
倒了。”梁女士感叹道，16岁的儿子
正在读职高，公婆年纪都大了，身体
也不好。之前她在城里一家烧烤店
打工，为了丈夫工伤申请一事，她辞
了工作，偶尔出去打杂，家里生活入
不敷出，希望早点领到丈夫的工亡
待遇。

10月21日，梁女士带着丈夫的工
伤认定决定书等材料，向峨眉山市社
保局申请工亡待遇。根据相关政策规
定计算，这笔工亡待遇包括丧葬补助
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共计约80多万元。次日，梁女士
得到了峨眉山市社保局的一纸《不予
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中称，经查唐
某某在2019年1月工亡当月，所在单
位驰骋公司并没有给该职工参加工
伤保险，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不属于工伤基金支
付范围。

“1月1日人已经死了，当月还要
继续缴保险？”梁女士当即懵了，她很
不解，也很气愤，明明认定了工伤，却
不能享受工亡待遇。

不解的不仅是梁女士，驰骋公司

的负责人谢先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谢先生介绍，公司每个月10日至

15日缴保险，经办人员觉得这个职工
已经去世了，劳动关系就已终止，就
应该不用再缴保费了。“在当月缴费
之前，我们的人还电话咨询过社保
局，人去世了还需不需要继续缴费，
对方说‘不用了’。”但他表示，咨询时

并没有想到要录音。
在谢先生看来，唐某某是公司的

长期员工，如果知道人死了当月还要
续保才能享受工亡待遇，不可能不
缴，“都给他缴了10多年保险了，还会
为了节约1000多元保费而不缴吗？谁
知道职工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给他缴
保险呢？”

风波再起
申请工亡待遇被拒，家属：“人死了还要继续买保险？”

社保局与企业

各执一词

问题出在哪？
梁女士拿到的《不予受理通知书》

工伤认定相关资料

系统提示“因工受伤，受伤当月必须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