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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
湖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湖南
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明确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
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
月 80 元提高到 85 元。另外，
我省今年缴纳 2018 年居民养
老保险有了新途径。
多地超最低标准
本次调整基础养老金标
准工作将于 2017 年国庆节前
完成，并将增加的基础养老金
发放到享受待遇人员手中，所
需资金由省财政平均负担三分
之二，
市州、
县市区财政平均负
担三分之一，纳入各级财政预
算。省财政厅社保处负责人介
绍，此次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

投诉举报养老机构
将进一步畅通渠道
本报讯 省民政厅、发
改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
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意见》。
我省将进一步规范养老服
务投资项目审批报建手续，
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
手续；同时，制定养老机构
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指南，
建
立社会评估机制，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我省还将通过转
变运营补贴发放方式、推进
连锁化经营等方式，进一步
提高政府精准推动养老服务
发展的能力。
（文/魏柳清）

标，省财政需增支 3.85 亿元；
并将按照“小步快走”的方式，
今后三年连续调整湖南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确 保 2020 年 达 到 每 人 每 月
100元的目标。
我省一些地方的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在去年就达到或
超过了 85 元/月，比如韶山市
去年就达到了每人每月 85 元
的标准；长沙县今年达到了每
人每月 160 元的标准，为全省
最高标准。按照规划，
从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元月起，
长沙县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
年 还 将 继 续 提 标 ，分 别 达 到
170 元、
180 元、
190 元，
仍保持
全省最高标准，提标所需资金
均由县级财政全额承担。
缴养老保险有新渠道
又到了 2018 年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缴纳期，个人缴费标 待遇领取即将进行网上认证
准统一为 180 元/人，现在缴费
城乡居保待遇领取人员
有了新途径。
每年一次的待遇领取资格认
今年以来，湖南省城乡居
也有望今年 10 月在网上进
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证，
行。省城乡居保中心已经开
着力打造
“互联网+居保”
，
并联
合有关单位，启动了“智慧人 发全省统一的资格认证信息
社-银联缴费”
服务和城乡居保 平台，通过此平台，持有社会
手机缴费工作。目前，在不少 保障卡的待遇领取居民，可直
地方，
手机用户关注
“智慧人社” 接使用智能手机或利用互联
公众号，
或直接下载
“智慧人社” 网网页进行认证；未持社会保
手机APP，
通过银联或支付宝， 障卡的待遇领取居民，可到户
可随时随地为自己或他人缴纳 口所在地的县市区城乡居保
经办机构进行现场人脸建模
城乡居保保费。
（行动不便的待遇领取居民经
省城乡居保中心负责人
介绍，手机缴费渠道开通，一 申请，可由工作人员提供上门
是方便手机用户随时随地快 人脸建模服务），而后可与持
速缴费（含代缴）和权益查询； 有社会保障卡的待遇领取居
二是提高了城乡居保自主缴 民 一 样 采 用 相 同 渠 道 认 证 。
费率，有利于城乡居保基金的 全省计划 9 月份完成相关试点
安全管理；预计到今年年底， 运行，10 月份开始在全省推
可实现手机缴费全省覆盖。
广。
（文/赵柯 梁爽 叶飞艳）

街头骗局又出新招
本报讯 编造
“神医”
以消
灾为饵骗钱，早已是街头老骗
局，
与此类似的还有假币诈骗、
丢包诈骗、色相勾引诈骗等。
不过，
很多街头骗子现在不屑于
使用老一套，
新招式层出不穷。
前些天，浏阳市民刘先生
和朋友在浏阳城区吃夜宵，碰
到佩戴着中国电信工作证的两
个男子，
男子拿着宣传单，
表示
公司正在搞充话费送话费的优
惠活动，
充 300 元送 400 元、
充
500 元送 700 元，不过手机要
先装一款应用软件，以后拨打
电话先登录这个软件。刘先生
和朋友动了心，
一共充了 2000

多元，并安装了软件。通过查
询，刘先生和朋友确认所充值
和赠送的话费均已到账，并确
认通过那款软件拨号能进行通
话时，便让两名男子离去。没
想到，第二天通话软件就出了
问题，
充值的钱化为乌有。
长沙市芙蓉区的杨奶奶前
些天买菜时遇到一群
“热心”
小
伙。他们听说杨奶奶患有风湿，
不仅拿出
“祖传良药”
给杨奶奶
擦拭，还将她
送回家。可让
杨奶奶没想到
的是，刚到家
门口对方就变

了脸，
称给她涂的是毒药，
需要
花 7500 元买
“解药”
，
否则手就
会烂掉，
杨奶奶只得掏了 7500
元。还好，
她报警及时，
民警抓
获了骗人者，
所谓的良药、
毒药
只是几块钱的普通中药材而已。
其实，
骗子林林总总，
防骗
之道万变不离其宗：
不信神、
不
信邪、不贪财、不近美色诱惑，
光天化日之下，骗子又怎奈我
何？
（文/陈丽安 陈诗娴）

■市州动态

到益阳常德
有动车坐了
本报讯 益阳、常德很
快就可以坐动车啦！10日，
常德市发改委发布消息，
石
长铁路动车将于 9 月 21 日
正式运行，
届时将结束益阳、
常德两个地级市没有动车
的历史。石长铁路全长
262.8 公里，设长沙、宁乡、
益阳、
汉寿、
常德、
临澧、
石门
县北7个车站。
（文/潘显璇）

湘潭市长途客运
推行实名制售票
本报讯 湘潭市省际、
市际长途客运实名制工作
会议近日召开。9 月 30 日
之前，湘潭全市 5 个二级以
上客运站（湘潭长途汽车
站、湘潭汽车西站、湘潭县
汽车站、湘乡汽车站、韶山
汽车站）将全面完成实名制
设备的配备以及站场改造，
对所有省际、
市际长途客运
班线全面实行客票实名售
票和实名查验。
（文/谭丽）

夜尿多专方

尿频夜尿多害苦老年人。
国 药【参 鹿 扶 正 胶 囊】
（准 字
20025119）二十味中药大方；扶
正固本，
滋阴助阳；
补脾益肾，
收
缩盆肌，
利于膀胱调节功能改善，
针对性治疗老年人阴阳两虚所
致尿频夜尿多，
疗程用效果佳。
咨询
订购：

0731-83575186 药到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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