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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金 7 月起中央调剂
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
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通知》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突出问题，围绕建立健全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目标，坚
持促进公平、明确责任、统一政策、稳
步推进的基本原则，建立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实现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均衡地区间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实现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通知》明确，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在现行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
建
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
对各省份养
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是中央调剂基
金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
构成，
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90%
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
基数，
上解比例从 3%起步，
逐步提高。

二是中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定支，
当年
筹集的资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办法
全部拨付地方。三是中央调剂基金纳
入中央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专款专用，不得用于
平衡财政预算。四是现行中央财政补
助政策和补助方式不变，
省级政府要切
实承担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和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
《通知》指出，要健全保障措施，确
保制度顺利实施。一是完善省级统筹
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
作。二是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
理，确保应收尽收，
杜绝违规支出。三

是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
险相关工作情况列入省级政府工作责
任制考核内容。四是推进信息化建
设，建立全国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查
询系统、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监控
系统以及全国共享的中央数据库。
《通知》强调，建立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改革、发展和
稳定全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
一思想，加强领导，密切协调配合，精
心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顺利实施。

中国首列 2.0 版
商用磁浮列车下线

遭遇银行卡纠纷别烦恼
最高法为你
“撑腰”
当下，平均每人手里有 5 张银行
卡，不少人在享受刷卡便利的同时，也
难免与发卡机构产生纠纷。日前，最
高法发文征求意见，
伪卡盗刷、全额计
息等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明确。今
后，面对一些银行卡常见纠纷，
消费者
或可得到最高法
“撑腰”
。
遭伪卡盗刷发卡行应尽通知义务
由于磁道信息容易被复制的先天
弱点，
伪卡盗刷成为银行卡犯罪的重灾
区。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
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征求意见稿)，
其中，
对伪卡交易
的举证责任及事实认定做出了规定，
明
确发卡行的通知义务和核实、
保全证据
义务，
发卡行以持卡人未购买有偿手机
短信通知服务为由主张不负有手机短
信通知义务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实，
银行卡遭盗刷莫惊慌，迅速
取证是维权关键。昆明市民孙先生就
曾 遭 遇 伪 卡 盗 刷 ，当 时 借 记 卡 上
78000 余元被不法分子从异地的自助
取款机上提现，孙先生立刻持卡到附
近的自助取款机修改了密码并存入
100 元。之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银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根据征求意见稿，案涉银行卡交
易时持有的真卡、案涉银行卡交易时
及前后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报警记
录、挂失记录等，都成为持卡人主张存
在伪卡交易事实的重要证据。
业内人士提醒，持卡人在收到银
行卡账户交易变动的通知后，应及时
告知发卡行存在伪卡交易事实、挂失
或报警，否则可能要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

“隐形眼镜，
即角膜接触镜，
无论在
矫正视力、美化眼睛的颜色及治疗角膜
疾病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
软镜和硬镜
软性角膜接触镜不是人人都能戴，
它适合年龄为 16~38 岁的人群，
佩戴者
角膜（俗称黑眼仁）表面的形状正常不
能过平或过陡，
散光须低于 150 度。若
是妊娠或绝经期女性、独眼者，
糖尿病、
甲状腺突眼、精神异常患者，或者个人
卫生习惯差、随访的依从性差等，健康
隐患大，
需要慎重。硬镜在材料的透氧

“全额计息”有望被打破
目前，大多数信用卡透支采用全
额计息的方式，即便部分欠款已还也
会按照全额欠款罚息。也就是说，信
用卡透支 1 万元，哪怕还了 9900 元，
银行也会按照 1 万元罚息。
针对这一问题，此次最高法征求
意见稿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持卡人
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偿还信用卡透支
款并已偿还最低还款额后，还款按照
未偿还透支额计算透支利息。
另一种是发卡行如果对“全额计
息”条款未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
务，法院支持持卡人按照未偿还透支
额计付透支利息。如果发卡行尽到了
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持卡人已
偿还全部透支额 90%，持卡人主张按
照未偿还数额计付透支利息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其实，2013 年银行业协会公布了
修 订 后 的《中 国 银 行 卡 行 业 自 律 公
约》，明确会员单位应提供
“容差容时”
服务。3 天之内、10 元之下，一些银行
会视为正常还款，但真正打破
“全额计
息”的银行却很少。
也就是说，
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
最高法站在了消费者一边，主张银行
要按未还款的余额计息。
业内人士提醒，
尽管有最高法
“撑
腰”
，消费者还是应该养成良好的用卡
习惯，毕竟一旦因逾期未还形成不良
记录，
需要 5 年才可以消除。
遇网络盗刷第三方支付应履行先
行赔付承诺
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在身边，

但银行卡内的存款却不翼而飞，这是
网络盗刷常出现的一幕。一些持卡人
的钱被莫名其妙“消费”光后，才发现
不知何时被默认开通了网络支付功
能。
对此，
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发卡
行与持卡人签订银行卡合同时，未告
知持卡人银行卡具有网络支付功能，
或者未告知发卡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
合作开展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平
台关联银行卡交易等信息，持卡人以
其未与发卡行就上述网络支付条款达
成合意为由，主张不承担银行卡网络
盗刷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年来，多地相继发生“补卡截
码”盗刷案件，
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
证件、恶意补办手机卡的方式盗刷用
户网银资金。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电信运营商的相关责任，如果他人冒
用持卡人的名义更换手机用户身份识
别卡，电信运营商未尽审慎审核义务
予以更换，导致持卡人未能收到银行
卡账户变动手机短信通知，电信运营
商应赔偿相应损失。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明确了
非银行支付机构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
义务和先行赔付义务。根据征求意见
稿，非银行支付机构或者发卡行承诺
先行赔付持卡人银行卡网络盗刷损
失，应该承担先行赔付责任。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卡行业风险
不断攀升，1999 年出台的《银行卡业
务管理办法》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已难
当大任，需要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出
台和修改相关法规。与此同时，银行
卡行业相关机构应积极提升服务能
力，把保障持卡人的用卡安全放在首
位。
（据新华社）

隐形眼镜，
你戴对了吗？

性、角膜上皮的重塑、高度散光的优质
光学性能方面有优势，
并且还能针对角
膜疾病如圆锥角膜、角膜移植术后不规
则等进行矫正。 佩戴硬镜与软镜的不
同佩戴前需要更加严格的眼睛数据的
检 测 ，根 据 采 集 的 数 据 进 行 个 性 化 验
配，并在医务人员的规范指导、定期随
访下进行，保证其安全有效，绝对不能
盲目佩戴。年龄小、自理能力差、卫生
条件不佳且依从性差的患者不宜佩
戴。患者佩戴后应定期检查眼睛的舒
适度、镜片的位置、眼睛表面有无划伤

及感染，
及时进行调整和治疗。
硬镜的使用 目前，
临床上的硬镜以
日戴型透气性硬性角膜接触镜和夜戴
型角膜塑形镜为主。日戴型硬镜主要
用于各年龄组治疗高度近视及高度散
光、不规则角膜及圆锥角膜等。近视眼
孩子的家长格外关注夜戴角膜塑形镜
的相关问题。这类硬镜适用于 8 岁以上
的近视儿童，如果其近视度快速增长，
角膜规则性好，
近视在 400 度以下，
散光
在 150 度以下，
通过夜间佩戴，
白天视力
可暂时恢复到正常。无论佩戴软镜还

新华社消息 昨日，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首列 2.0 版
商用磁浮列车在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下线，意味着中国磁
浮列车技术取得新突破。
作为中国首个自主化商用磁
浮项目，由中车株机公司牵头研
制的时速 100 公里长沙磁浮快线
列车于 2016 年 5 月上线，迄今已
安全运营超过 170 万公里，载客
近 600 万人次。在 1.0 版磁浮列
车研制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中
车株机公司牵头对车辆系统的关
键技术进行了创新，成功研制出
2.0 版商用磁浮列车。
中车株机公司磁浮研究所所
长佟来生介绍，
2.0版磁浮列车相比
1.0版列车具有多处创新：
这是世界
首列短定子直线电机快速磁浮列
车，
设计时速提高至160公里；
优化
了牵引辅助系统设备设计，
牵引功
率提升30%，
采用三节编组的最大
载客量提升至500人；
优化了端部
电磁铁设计，
使整列车悬浮能力提
高 6 吨；
车辆各系统在设计时均注
重了轻量化，
比如车体采用了铝合
金与复合材料相结合的复合顶盖。
据了解，1.0 版磁浮列车适用
于城区，而时速 160 公里的 2.0 版
磁浮列车适用于中心城市到卫星
城之间的交通。同时，中车株机
公司正在牵头研制时速 200 公里
的磁浮列车。

是硬镜，均需要注意卫生，并且要定期
随访，检查有无干眼症，结膜是否有增
生，角膜是否有损伤及新生血管长入，
角膜若知觉发生减退，
会增加感染的风
险几率。

咸宁市中小学生近视防控中心

地址：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
宁医院眼科门诊
科教健康热线：
0715-8896357
13042778716（柴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