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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3月29日，“开放崛起新征程”采访团乘车
来到怀化铁路口岸。刚驶入口岸大门，一副豪
气十足的标语映入眼帘———“怀化从这里走
向世界，世界从这里进入怀化”。

怀化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城市，喊
出这样的口号，底气何在？

口岸内，6个大集装箱整齐摆放， 装满了
五金、纺织品、陶瓷等商品，正在等待装车，准
备运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怀化铁路口岸负责人李承芳介绍， 怀化
是我省继长沙之后第二个开行中欧班列的城
市。 怀化铁路口岸自2018年6月运营开始，截
至3月15日， 怀化中欧班列已开行22列、1009
个车厢，出口货物价值9300万美元，货运量达
1.6万吨，基本实现了每周1列的常态化运营。

“从怀化铁路口岸驶出的中欧班列，只有
20%的商品来自怀化本地， 更多是来源于珠

三角等怀化周边地区， 最远的货物来自浙
江。” 李承芳介绍，贵州、广西等地的服装鞋
帽、机电产品、特色农产品和电子产品，也通
过公路运输集结到怀化，再统一运往欧洲。

半个月后， 这趟正在装车的列车将抵达
明斯克，并带回当地的木材、奶制品等商品。
在口岸的集散中心， 前一批运到的货物已经
基本完成分拣，货车进出运输，一派繁忙，这
些进口货物将从怀化出发，运送至周边地区。

而中欧班列开通之前， 怀化的进出口企
业基本通过海运出口。货物要抵达欧洲，必须
先向南出海，航行数万公里，耗时数月。李承
芳说，与海运相比，怀化中欧班列可省时1个
月以上，运费节约三分之一。

“怀化从这里走向世界，世界从这里进入
怀化”，看来的确不是吹牛！

据介绍，下一步，怀化铁路口岸将以一类
口岸的标准，申报成为整车、木材、动物制品、
水果、粮食、药品等产品指定口岸，将怀化打

造成为中国大西南国际中心陆港。
除了巩固怀化-明斯克中欧班列，规划怀

化-欧洲其它城市中欧班列线路的同时，怀化
铁路口岸还有望开通莫斯科-怀化回程班列
和怀化至东盟班列。

怀化曾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今
天，怀化开放的视野更为宽广。怀化市发改委
主任刘低炉说，依托铁路口岸和中欧班列，怀
化已经成功打通武陵山片区、 大西南地区乃
至东盟地区联通欧洲腹地的快速通道， 怀化
正在加速度走出国门，2018年，怀化实现进出
口额8500万美元。

作为火车“拖”来的城市，怀化开放的脚
步没有停留在铁轨上。刘低炉介绍，怀化传化
公路港显著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 怀化芷江
机场正进一步拓展航线布局， 张吉怀高铁在
紧锣密鼓地建设当中……怀化为更好地联通
世界，打造大西南地区一流的商贸物流基地，
一张立体交通网正在编织。

开放崛起
新征程 “标语”的怀化底气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日前，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书面审议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
除了提出完善养老保险待遇确定机制、建立基
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重大决定外，另有一
大亮点，就是明确了要建立补缴与缴费约束机
制。这些决定，均给我省3400多万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允许补缴中断缴费年度保费（但不享受
政府缴费补贴）， 可提高个人账户存储额。对
未达到规定缴费年限而不愿补缴的， 不予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对未按时缴费的，延迟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则可强化缴费约束机制。补缴
如何执行？缴费约束的具体措施有哪些？4月1
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人社厅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处有关负责人。

允许向制度实施前缴费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是我国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省，年满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湖南户籍、非国家
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均可在
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我省从2009年
起分批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
农保”）试点，从2011年起分批启动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试点。2014年，
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据省人社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有关负
责人介绍， 现行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未对补缴和缴费约束作明确的规定。为进
一步完善制度，统一政策口径，《实施意见》对
补缴与缴费约束机制进行了明确， 其中第一
项就是允许向制度实施前缴费。

即制度实施时，距领取养老金年龄不足15
年的，可按当前年度缴费档次标准补缴制度实
施以前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但制度实施
以前和之后累计缴费年限最多不超过15年。如
我省2009年制度实施， 个人缴费标准分为
（100元-500元）5个档次；2014年起，个人缴费
标准分为（100元-3000元）14个档次。2009
年， 某参保人50岁，2019年达到领取养老金年
龄时，缴费年限为10年，其可在2019年实施的
14个缴费档次中，选择补缴2004-2008年度保
费，总缴费年限不超过15年。

允许中断缴费参保人补缴
据省人社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有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实施意见》的一个原则，就是尽
可能提高个人账户存储额，包括允许补缴中断
缴费年度保费（但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推行
年度内多次缴费；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公益慈善
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加大资助等。

《实施意见》明确，中断缴费参保人，按中断
缴费年度或当前年度的缴费档次标准，补缴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如某参保人2010年中断缴
费，2019年补缴时， 可按2010年实施的缴费标
准，也可按2019年实施的缴费标准进行补缴。

对于推行年度内多次缴费，《实施意见》
明确，愿意提高已缴费年度缴费标准的，参保
人在核定待遇前， 按已缴费年度或当前年度
缴费档次标准， 补缴已缴费年度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费； 但同一个缴费年度个人缴费总和
不得超过当前年度最高缴费档次标准。 补缴
年限及提高以前年度缴费档次标准， 均不享

受政府缴费补贴。 如某参保人2009年开始参
保， 逐年按100元档次缴纳保费，2019年满足
养老金领取条件，核定养老金前，拟增补以前
年度保费，增加个人账户存储额，以提高个人
账户养老金。 其补缴2009年至2019年间的保
费金额与原缴纳的100元之和，不能超2019年
实施的最高缴费标准3000元。

缴费年限未满而不愿补缴，
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此次《实施意见》强化了缴费约束机制，
对未达到规定缴费年限而不愿补缴的， 不予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对未按时缴费的，延迟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

《实施意见》明确，当地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
不满60周岁的， 在年满60周岁时缴费年限没
有达到规定年限、又不愿补缴的，不能享受相
应待遇。

《实施意见》也明确，因未按时缴费，延迟
核定待遇的参保人选择补缴应缴未缴期间养
老保险费的， 在其足额补缴后的次月起计发
待遇， 其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为139。如
2019年3月，某62岁参保人，因未缴足规定年
限保费未领取养老金， 当月补足个人应缴保
费，2019年4月开始发放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
老金计算方式仍为其个人账户存储额除139。

省人社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有关负责
人也提到，对已核定待遇的，不允许补缴，以
约束投机行为。即《实施意见》明确，达到待遇
领取年龄和领取条件的参保人， 可缴也可不
缴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当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费， 但不得缴纳达到待遇领取年龄以后年
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参保人员核定待遇
后，不允许补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如何补缴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银行卡小额免密免签功能开通以来，
为持卡人带来了便捷， 也让人对其安全性
有所疑虑。

多家银行日前发布小额免密免签客
户告知函称，针对央视“3·15晚会”提出
的关于小额免密免签支付功能安全的质
疑， 将尽快提供更为丰富的关闭和恢复
开通的渠道， 为持卡人提供更加高效安
全的服务。

何为小额免密免签支付？ 如何更放心
地使用这一功能？

小额免密免签支付， 遍布
日常消费场景

前不久， 长沙市民蔡女士在一家知名
连锁餐厅消费了508元，刷卡结账时，服务
员拿着银行卡在机器上扫了一下说“可以
了”，没要她输密码，也没让她签字。只需轻
轻一扫，就完成了支付。

这便是小额免密免签支付常见的应
用。当持卡人使用具有“闪付”功能的金
融 IC卡或支持“银联手机闪付 ”的移动
设备，在指定商户进行限额以内的交易
时，只需将卡片或移动设备靠近受理终
端的“闪付”感应区，即可完成支付。整
个过程，持卡人无需输入密码 ，也不用
签名。

小额免密免签支付的场景随处可见，
其支付方式也越来越多， 诸如支付宝、微
信、公交卡、ETC、银联云闪付等，已是民
众日常消费的“必备品”。目前中国银联芯
片借记卡、 信用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
额，已由300元提升至1000元。

在实际运行中， 各银行针对小额免密
免签支付功能的限额设定存在差异。例如，
工商银行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额1000元，
单日累计限额最高为3000元。

相比国有大行， 股份制银行的免密免
签支付上限普遍为3000元。招商银行规定
借记卡小额免密免签单日累计金额为
2000元，信用卡小额免密免签单日累计金
额为3000元。

银行普遍默认开通该功能
据了解，银行新发的银联芯片卡，普

遍默认开通了小额免密免签支付业务，
不需征得持卡人事先同意。 省内银行业
人士透露， 小额免密免签是国际上成熟
的支付方式， 也是银行卡默认开通的基
础功能。

不过， 仍有一部分消费者对于免密免
签支付安全性心存疑虑。“如果不需要密
码，那卡被人拿走直接刷了怎么办？”在长
沙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李伟问。

隐藏在小额免密背后的风险在哪？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零售业务部总经

理颜凯分析，一些购物APP上，存在无主
动授权、无醒目提示、甚至强行绑定等问
题， 是消费者小额免密免签支付的重要
安全隐患。

支付工具丢失、 盗刷、 支付信息被

截获等，也是小额免密免签支付需要解
决的问题。 消费者要有安全意识， 如不
要把支付二维码随意发给别人；不要接
入不可靠的网络环境进行支付，以免被
盗刷。

当然，并非所有的商户都支持小额免
密免签功能， 只有银联认可指定的商户
才能实现千元以内“一扫即付”。 目前长
沙一些大型商超、 连锁餐饮等场所均开
通了千元闪付功能， 这些店面监控措施
相对较好。

被盗刷72小时内可获补偿
便捷之外，如何保证用卡安全，是消费

者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 中国银联联合各商业银行为

持卡人设置了专项赔付金，提供了72小时
失卡保障服务。1000元以内的银联卡 (含

“云闪付”)小额免密免签交易，因卡片遗失
或失窃，持卡人挂失前72小时内被盗刷消
费金额可获得赔付， 每位持卡人每年最高
可累计赔付3万元。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有关人士表示，如
果持卡人发现卡片丢失， 应尽快致电发卡
银行客服，进行挂失。若发生了资金损失，
持卡人需根据银行的要求提供申请赔偿材
料。银行受理后，赔偿金会支付到持卡人指
定账户。

除了银行卡， 微信和支付宝支付都有
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如，微信支付“使用说
明”显示，开通微信支付付款码服务后，付
款金额不足1000元（在商户列表中的商户
消费时，单笔付款金额不足3000元）的交
易， 无需验证支付密码或其他交易指令验
证要素。

银行人士提醒， 在小额免密免签支付
功能默认开通的情形下， 消费者可为手机
设置锁屏密码或手势、指纹解锁，一旦手机
丢失，可为后续补救争取时间。

取消该功能有多种方式
小额免密免签支付功能， 目前广泛用

于公交地铁、餐饮、百货商店、超市等便民
消费领域，满足商户快速结账需求，提升持
卡人用卡体验。

如果持卡人仍不放心， 希望关闭小额
免密免签支付功能，可拨打银行客服电话、
前往银行网点办理， 也可通过网上银行或
手机银行办理。

工商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 该行借记
卡持卡人可通过营业网点、 网上银行关闭
或恢复开通该功能，4月15日起还可通过
客服电话95588关闭该功能； 工商银行信
用卡持卡人可通过客服电话95588、 发卡
机构营业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关闭或
恢复开通该功能。

目前还有招行、农行、华夏、中信、光
大、广发等多家银行也发布了相关公告。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关闭了该功能，通
过闪付方式在小额免密免签商户进行交易
时无法成功， 需插卡或更换其他银行卡进
行交易， 银行人士建议持卡人谨慎选择关
闭此功能。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寇冠乔）3月31日， 位于长沙磁浮快
线高铁站（长沙南站东广场）的全球首座
磁浮城市航站楼投入运营。前往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乘机的旅客，可在此提前办理值
机手续，乘磁浮快线直抵机场，直接过安
检登机。

3月31日10时30分，乘客段晓多一行
3人从衡阳乘高铁抵达长沙南站后，来到
磁浮城市航站楼， 办理飞往呼和浩特的
值机手续。仅用了几分钟，他们便在人工
柜台完成了登机牌办理、3件行李箱托运
等值机手续。

“不用大包小包地坐磁浮了，好方便！”
段晓多高兴地说。他们的托运行李被装箱、
铅封后，将“搭乘”磁浮列车专用车厢，在全
程监控下前往机场，经二次安检后，再进入
机场隔离区分拣。

记者在磁浮城市航站楼内看到， 值机
大厅内设有6个人工值机柜台、4台自助值
机办理终端机器， 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航
班时刻信息。

“这就如同一座‘迷你’航站楼。”长沙
磁浮工程总承包项目部负责人徐炳清介
绍， 长沙磁浮快线每隔11分40秒运行一
趟，到达黄花机场的车程约20分钟，旅客
办理值机后再乘磁浮非常便捷。

近年来， 为延伸机场航站楼服务的辐
射半径，我国机场普遍设立了城市候机楼、
城市候机厅。我省于2016年在浏阳开设了
首家城市候机厅。

长沙磁浮城市航站楼是全球首个设在
磁浮车站的城市航站楼，可为高铁、地铁、
公交车、出租车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空磁
联运”一站式服务。

磁浮城市航站楼运营时间为每天8时
30分至20时30分。除南方航空、春秋航空、
九元航空以外， 可办理其他所有航空公司
的国内航班值机手续。

机场提醒，办理行李托运时，旅客需由
本人自愿签署《托运行李开包检查授权
卡》，以便行李发生特殊情况时可及时联系
旅客； 行李尺寸在53×88×30厘米以内，
重量不大于50千克。

荨荨（紧接1版）他提出，对李寿辉家进行养殖
业援助，从提供羊羔、技术输送、药品保障，全
过程给予帮扶。李寿辉这才眼睛一亮。

不过， 李寿辉心里也有忧虑：“养羊我没
有销路。”

“你放心，我帮你找销路。”杨士泉一句话
让李寿辉吃下了定心丸。

回到长沙， 杨士泉就着手准备买羊羔。
2016年9月的一个周末，他带志愿者从浏阳黑
山羊基地买了20头羊羔，送到李寿辉家时，天
刚亮。同去的还有兽医和养羊的师傅，现场教

李寿辉养殖方法及预防疾病。
从此，李寿辉每天下午多了一项工作，就

是放羊。一年多过去，他家的羊群繁殖到了40
多头， 大羊到了出栏的时候。2017年12月，杨
士泉和志愿者们发起认购“扶贫羊”活动，不
到一天时间，可出栏的羊就被认购一空。

杨士泉至今记得2017年12月23日。那
天， 他带了10多位爱心人士去李寿辉家买
羊。一天下来，成交18头羊和一头猪。当杨士
泉把28650元交给李寿辉的时候， 老李紧紧
拉着杨士泉的手，脸上满是笑容，眼里却噙

满泪水。
尝到甜头的李寿辉，干劲更足了。2018年

底，他养的羊第二次出栏，收入近3万元。
“现在羊群又发展到了50多头，有20多头

羊可在年底出栏，预计收入3.5万元。”李寿辉
高兴地说。

养羊的事业走上正轨， 李寿辉又有了新
的目标：养蜜蜂。他已经买回4箱蜜蜂，准备开
辟新的致富门道。

“今年养羊加上养蜜蜂，收入肯定超过去
年。”说完，李寿辉笑了。

3月30日，俯瞰资兴市州门司镇白筱村光伏扶贫电站。从2017年6月并网发电至今，该电站累计为白筱、水南等9个
贫困村集体带来近76万元的收益。截至目前，郴州市442个光伏扶贫项目已发电3700万度，收入3630万元，全部用于公
益岗位扶贫、小型公益事业扶贫、奖励补助扶贫。 钟镭 朱孝荣 摄影报道

经济视野
� � � �在超市、餐厅等众多消费场所，持卡人将银行卡在支付受理
终端轻轻一扫，无需输入密码，也不用签名，便可快速结账———

银行卡免密免签支付，如何放心使用

长沙有了一座迷你航站楼
长沙磁浮城市航站楼运营，旅客下了高铁便可

提前办理值机手续

1.行李托运办理时间：航班起飞前4
小时开办，起飞前2小时截止办理。

登机牌办理时间： 起飞前4小时开办，
起飞前90分钟截止办理。

自助值机系统手续办理时间： 起飞前
24小时开办，起飞前90分钟截止办理。

2.托运行李内禁止放入充电宝、锂电
池、打火机、火柴、易燃易爆、贵重易损及其
他限制或禁止托运物品。 如托运行李内携

带电子产品,须确保该电子产品包装安全
并处于完全关闭状态。

3.不办理以下特殊旅客值机手续：国
际中转联程、无人陪伴儿童、担架、犯人、携
带人体器官的旅客、孕期不超过28周的孕
妇、70岁以上的老人(含70岁)、占座旅客
等。

4.不办理以下特殊行李托运 ：武器 、
轮椅、活体小动物、人体器官等。

■相关链接

磁浮城市航站楼值机注意事项

光伏进村
助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