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6-14 星期四 看中国·关注 A1196369 8457123责编:陈玉亮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丹 热线:

笔者从中国光大银行获悉，该行云缴费平
台服务项目总量突破 2500项，较年初新增 500
项，已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水、电、燃、物业、话费
充值、有线电视、交通罚没等常见的各类生活缴
费。由于平台服务能力的持续增强，截至目前，
云缴费本年交易金额突破 600 亿，同比增幅达
150%，交易笔数累计突破 3.5亿笔，同比增幅超
过 140%；已覆盖全国 300 余个主要城市，活跃
用户已达1.46亿，覆盖人群超过8亿人。

目前光大云缴费平台已形成缴费开放平
台、收费托管平台、云缴费客户端为核心的三
大系统平台，可服务大、中、小型各类客户，平
台日处理能力近 300 万笔，每分钟交易超过
2000 笔，为系统的高效、稳定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同时金融级的安全服务体系能够有效的
保证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式缴费平台，云缴费
已成为光大银行互联网精神、普惠金融理念最
显著的体现之一。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
经营理念，该平台不仅为光大银行各营业网
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ATM 等 10
多个自有渠道提供服务，还输出给了微信、支
付宝、银联在线、京东、苏宁等 280余家主流支
付公司、电商平台及金融同业，为广大消费者
随时随地缴费提供便利。

今年 4 月，光大银行整合优势资源，正式
成立云缴费事业中心，实行独立管理和运营，
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激发内生活力，在现有各

类便民服务基础上重点开拓物业云、教育云、
水务云、租房云、党务云等行业云平台，向行业
客户的业务管理进行纵深，延展便民缴费及便
民金融产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升级与收
缴单位的接入方式，进一步提高云缴费平台的
项目规模和服务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服
务渠道和更好的缴费体验，真正让金融服务走
进千家万户。

作为国内银行体系中便民缴费服务的先
行者，光大银行将以打造“网络+生活+金融”
一体化生态圈为目标，继续深耕便民缴费领
域,通过广泛吸纳各类合作伙伴，不断创新合
作模式，全力打造出范围更广、层级更深的服
务网络，积极构建出普惠金融大格局。

光大云缴费服务项目突破25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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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的数据显示，2017 年银联
网络整体欺诈率为 1.36 个基点，伪卡欺
诈金额达 2.1亿元。

对争议交易能否判断为伪卡交易，
持卡人和发卡行经常陷入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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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事实认定作出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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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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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
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实
行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不会增加
企业和个人缴费负担，也不会影响离退休
人员待遇水平。

游钧介绍，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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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近日，国
务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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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是在不增加社会整体负担和不提高养老
保险缴费比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养老保
险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
进行适度调剂，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可
持续，实现财政负担可控，确保基本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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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定支，
当年筹集的资金全部拨付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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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在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之
前累计结余基金原则上留存地方，用于本
省（区、市）范围内养老保险基金余缺调
剂。

游钧介绍，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后，现行中央财政补助政策和
补助方式不变，中央政府在下达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和拨付中央调剂基金后，各
省 份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缺 口 由 地 方 政 府 承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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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 13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我国将
加快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
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2020年要全面实现
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

游钧介绍，近日，国务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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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顺利实施，要加快完善相关配
套保障措施。

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强化基金
预算严肃性和硬约束，严格规范收支内容、
标准和范围，确保应收尽收，杜绝违规支出。

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险扩
面征缴、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严格养老保险
基金管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落实
等情况列入省级政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
对工作业绩好的省级政府进行奖励，对出现
问题的省级政府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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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及时掌握和

规范中央调剂基金与省级统筹基金收支
行为，防范风险。

游钧表示，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制度上实
现了对城乡各类人员的全面覆盖，参保人
数不断增加，待遇水平稳步提高。截至
2017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 3.53 亿人，其中在职参保人数
2.58 亿人、离退休人员 9454 万人；2017 年
基金总收入 3.3 万亿元，总支出 2.9 万亿
元，年末累计结余 4.1万亿元。

游钧称，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总体情
况来看，运行较为平稳，能够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但随着我国城镇化、
就业多样化、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地区
间抚养比差距扩大，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
的问题日益严重。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主
要集中在广东、北京等地区，而辽宁、黑龙
江等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基金当期收不抵
支的情况，基金运行面临较大压力。省际
之间基金不平衡问题靠省级统筹难以解
决，需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在全国范
围对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据新华社电

实行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企业和个人缴费负担不会增加
遇银行卡纠纷别恼
最高法为你“撑腰”

我国将在2020年
全面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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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3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右）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我国将加快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2020
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