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根据央行规定， 12月1日起将
实施新的个人账户管理规定。 这
些新规将对你我的账户管理、 日
常生活产生哪些影响？

一家银行多张卡
还能正常使用吗

央行规定， 自2016年12月1日
起， 银行为个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的， 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开
立一个Ⅰ类户，已开立Ⅰ类户，再新
开户的，应当开立Ⅱ类户或Ⅲ类户。

简单说，Ⅰ类是全功能账户，可
以办理银行所有业务，包括存取款、
转账、消费缴费、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等，使用范围和金额不受限制。新添
的Ⅱ、Ⅲ类账户的显著特点就是“受
限”。无论柜面或电子渠道开立的Ⅱ
类账户，消费和缴费、向非绑定账户
转出资金、 取出现金日累计限额合
计为1万元， 年累计限额为20万元；
Ⅲ类账户消费和缴费支付、 向非绑
定账户转出资金日累计限额合计为
5000元，年累计限额为10万元。

既然对Ⅰ类账户进行数量限
制，那么，一些钱包里有同一家银
行多张卡的用户是否会受到影响？

业内人士表示，个人在2016年12月
1日前已经开立的存量银行账户不
受影响，仍可以正常使用。存量银
行账户在日常使用中已经开通水
电煤代缴、 贷款和信用卡偿还、银
证转账和快捷支付等支付和理财
功能的，也不会受到影响。

但拥有多张卡的客户，可能要
到银行进行情况说明。 农行表示，
12月1日前已开立的各类Ⅰ类账户
可继续正常使用。但若在该行已开
立5个及以上Ⅰ类账户， 就需要拿
身份证到营业网点进行账户信息
确认，银行将进行账户归并和无效
账户注销。

工资卡绑定了网络支付
该怎么处理

账户级别不同， 功能和限额不
同，账户分类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保
护资金安全。“央行出台账户管理新
规，目的之一就是想让客户依据风险
选择支付账户，引导客户将第三方支
付绑定在Ⅱ、Ⅲ类账户上。”一家第三
方支付机构相关人士表示。

但目前大多数用户已经将支
付宝、微信等网上支付绑定在Ⅰ类

账户上，如果想要换成Ⅱ、Ⅲ类账
户，该怎么办？

业内人士表示，个人如果有降
低支付风险的想法和需求，可以主
动到银行将一些与网络支付绑定
使用的账户进行降级，对多年不使
用的账户进行销户。

银行有关人士表示， 目前情况
下，用户可以先与网络支付平台解绑
Ⅰ类账户，再重新绑定Ⅱ类或Ⅲ类账
户，虽然有些麻烦，但能降低风险。

ATM转账24小时后到账
着急用钱怎么办

央行规定，12月1日起，除向本
人同行账户转账外，个人通过自助
柜员机转账的，发卡行在受理24小
时后办理资金转账，个人在24小时
内可以向发卡行申请撤销转账。

央行表示，做出这一规定的原
因是，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近
一半受害人是通过自助柜员机具
向诈骗账户转账。受害人大多在完
成转账后的较短时间内会意识到
上当受骗，但资金已经转出，并被
不法分子立即转移。

业内人士称 ，ATM转账24小

时后到账只针对个人通过ATM向
非本人同行账户转账， 本人同行账
户之间的转账仍可以实时到账。同
时，个人通过ATM机办理存取现等
业务也不会受影响，通过ATM存款
实时到账，取现可以当即取出。

24小时后才能到账，给了消费
者“后悔”的机会，但如果着急用钱
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还有其他
渠道可以选择。

着急用钱的客户， 通过柜面、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可
选择办理实时转账。 根据央行规
定，12月1日起，个人客户通过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及柜台等渠道办理
转账业务时， 将面临实时转账、普
通转账、次日转账三种方式，用户
只有选择后才能办理业务。

广发银行运营管理部副总经
理刘伟峰建议，用户要利用好ATM
转账延迟的机制，保护自身资金的
安全，同时对于转账时间要求较高
的业务，选择使用柜面、网银等其
他渠道的实时功能，以免影响信用
卡还款、贷款还款等时效性高的资
金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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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9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减轻税负情况汇报，决
定实行增值税定额返还以保障地
方既有财力；听取中央企业监督检
查情况汇报，强化外部监督促进国
资经营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 自今年5月全面推
开营改增试点以来，各项工作平稳

有序，新增试点的金融、建筑、房地
产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减税额
呈逐月放大趋势，到10月底累计减
税965亿元，新增加53万纳税户，26
个细分行业全部实现了总体税负
只减不增的预定目标。 加上前期试
点行业和原增值税行业通过营改
增的减税额，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
将超过5000亿元。 下一步，要密切
跟踪试点情况，对运行效果开展第

三方评估，针对金融、建筑等试点
行业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时研究明
确相关领域纳税政策口径，在风险
可控、制度公平前提下进一步完善
相关措施，扩大减税效应。 改进和
优化纳税服务， 提高办税便利程
度。 明年要按照政府过紧日子、更
多为企业发展减负的要求，继续大
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激发活力、
培育税基，为促发展、保民生提供

支撑。
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

政体制，会议决定，从2016年起，中
央对地方实施增值税定额返还，对
增值税增长或下降地区不再增量
返还或扣减。 在下一步安排对地方
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其他各类财力
补助时，将统筹兼顾东中西部实际
情况， 妥善解决困难地区财力缺
口，逐步提高地方财力保障水平。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1月29
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
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
会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巴勒斯坦

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是中东和平
的根源性问题，必须摆到国际议程的
重要突出位置。以巴双方应当保持最
大限度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
级。 有关各方应当拿出远见卓识，早

做政治决断，争取早日实现复谈并谈
出成果。中方欢迎和支持一切有利于
缓和巴以局势、早日实现“两国方案”
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 中国是巴勒斯坦

人民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是巴
以和平的真心斡旋方。 中国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愿同国际
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全面、公
正、持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致贺电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月30日分别向巴西总统特梅
尔、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致慰问电，
就当地时间29日玻利维亚航空公司一

架民航包机失事向遇难者表示深切的
哀悼，并通过特梅尔总统、莫拉莱斯总
统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向两国总统致慰问电
就载有巴西球员的玻利维亚民航包机失事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年减税超5000亿元
营改增再出完善税制新举措

央行新规即将落地 您的个人账户会受影响吗

� � �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1月30日电
正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会11月30日通

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国际气象界，“二十
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二十四节气”
正式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最高人
民法院30日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
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
明确，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
“末位淘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请求用人单位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末位
淘汰” 与解除劳动合同之间不能等同，
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依法进行。 从劳动
合同法看，我国法律没有允许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以“末位淘
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可见企业管理
考核中的末位员工被“淘汰”，缺乏法律
依据。

最高法：

以“末位淘汰”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

� � � �新华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美国当选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9日提名美籍华人
赵小兰出任运输部长、 佐治亚州联邦众
议员汤姆·普赖斯出任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长、 医保业内人士西玛·韦尔玛出任

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医保中
心） 主任。 如果提名获美国国会通过，
这将是赵小兰第二次进入美国内阁。 她
此前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 是
第一位进入美国内阁的亚裔女性。

特朗普提名3名官员
赵小兰或再入内阁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蔡矜宜）
11月26日至28日，2016年度“武术进校园”
经验交流会暨中国武术协会青少年与学校
武术指导委员会会议在江苏太仓举行，我
省被评为2016年“武术进校园”先进单位。

本次会议有来自全国15个武术进校
园试点单位代表、 中国武术协会青少年

与学校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共70余人参
加。 会上，我省与黑龙江、河南、广西、云
南等5个单位被中国武术协会评为2016
年“武术进校园”先进单位。

目前，我省有近400所学校被授牌为
武术段位制进校园试点学校，近100万学
生参加段位武术习练。

湖南获评全国“武术进校园”先进单位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29日从长沙市健身气功运动协会
2016年度总结表彰会上了解到， 该协会
成立仅8个月，站点就从3个发展到39个。

健身气功运动是我国传统健身项目，
易学、易练，健身、养生，受到广大中老年人
的喜爱，近年在我省获得快速发展。长沙市
健身气功运动协会成立于今年3月， 短短8

个月时间， 站点就从最初的3个发展到39
个，练习人数从30多人扩展到近700人。

长沙市健身气功运动协会会长黄平告
诉记者，“2017年协会计划将站点扩大到
100个左右，经常参与健身气功运动的人数
增加到1000人。 ”他还透露，协会将积极向
相关部门申报， 让健身气功项目成为2017
年长沙市第九届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健身气功长沙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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