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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戈

今年 9月和 11月，中国人民银行
先后下发文件，对个人银行账户的使用
做出了全新的规定和补充。自12月 1
日起，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以法人
为单位）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户，如果
已经有Ⅰ类账户的，再开户时只能是Ⅱ
类或Ⅲ类账户。不同类别的账户有不
同的功能和权限。央行新规对我省居
民影响几何？这三类账户在使用中又
有哪些区别？11月 30日，记者采访了
监管部门、银行及相关业内人士，对上
述新规进行了权威解读。

三类账户好比“钱箱”与“钱包”

根据央行新规，Ⅰ类账户是三个类
别中功能最全的，可以办理存取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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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工资
收入、大额转账、银证转账，以及缴纳和
支付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养老金、公积
金等业务都可通过这一账户办理。目
前个人在银行办理的借记卡就属于Ⅰ
类账户。

Ⅱ类、Ⅲ类账户的业务范围有不同
程度的限制。Ⅱ类账户每天消费和缴
费、向非绑定账户转出资金、取出现金
的累计限额合计为1万元，年累计限额
合计为20万元。Ⅲ类账户余额不得超
过1000元，每天消费和缴费支付、向非
绑定账户转出资金的累计限额合计为

5000元，年累计限额合计为10万元。
“个人大额资金可以存储在Ⅰ类账

户中并通过Ⅰ类账户办理业务，而个人
日常网上支付、移动支付以及其他小
额、高频支付，则尽量通过Ⅱ类、Ⅲ类账
户办理。”人行郑州中心支行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Ⅰ类账户相当于家里的

‘大钱柜’，主要的资金家底都在里面，
安全性要求最高，不用频繁地拿着出
门。Ⅱ类账户相当于‘钱包’，主要负责
日常稍大的开支。Ⅲ类账户相当于‘零
钱包’，主要用于金额不大、频次较高的
交易，比如移动支付、二维码支付等。”
在采访中，中信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的

工作人员形象地向记者比喻。
“许多客户将重要的工资卡和第三

方支付账号绑定，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隐患。今后，通过开立不同类型的账
户，并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场景，支付的
安全性和便捷性都可得到有效兼顾，风
险隐患也大大降低。”工行郑州投资大
厦支行的工作人员说。

对个人存量账户影响几何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个人在一家银
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户，央行出台的
新规顺带取消了同一家银行异地存取

款、转账的手续费，并要求各家银行不晚
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于经
常出差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遗憾的是，上述新规目前只针对同一
家银行，跨行依旧要收取一定费用。

在采访中，不少正在银行办理业务
的客户，都对自己已经开立的银行账户
下一步该如何分类抱有疑问。“我在同
一家银行开过两个账户，并且一直都在
使用，新规实施后我必须去销掉其中一
个吗？”市民张女士问道。

“央行新规目前主要针对的是个人
新开立的，也就是增量账户。个人在
2016年12月1日前已经开立的Ⅰ类账
户不受此次规定影响，仍然可以正常使
用。”业内人士解读，“只不过按照新规，
如果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开卡过多，银行
有权要求客户作出解释，如果理由不够
充分，银行将引导个人归并闲置账户，
或对账户采取降低类别等措施。”

“此前，部分媒体曾以《同一银行只
能办理一张借记卡》为题对央行新规进
行解读，自从11月25日央行的302号文
件公布后，这一表述实际上是不准确
的。”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根据这一
文件的补充说明，不仅Ⅰ类账户可以开
立借记卡，经柜面、自助设备加工作人员
当面核验身份后，Ⅱ类账户也是可以办
理存取现金、非绑定账户资金转入业务
的，同时，也可以配发银行卡实体卡片。

记者同时从人行郑州中心支行了
解到，截至目前，央行尚未对Ⅱ类账户
的开户数量作出限制。②9

本报讯（记者 孙欣 通讯员 连欣）
“感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拿到了 8万
元的工伤赔偿金。”11月 29日，在开封
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封市民赵某拉着
法律援助律师李玲娜的手，再三道谢。
正是在李玲娜的无偿帮助下，赵某通过
劳动仲裁，从开封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领到了8万元工伤赔偿金。

在我省，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感受
到公共法律服务带来的温暖。11月29
日，记者从司法厅获悉，截至 10月底，
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6万件，接

待解答咨询62.8万人次，帮助受援人挽
回经济损失3.03亿元，超额完成了省委
省政府年初下达的“为困难群众办理案
件7万件，完成咨询50万人次”的年度
目标任务。

今年年初，省委省政府下发了
《2016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方
案》，明确将法律援助列为2016年全省
16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这是自2010
年以来，法律援助第六次被列入全省重
点民生工程或民生实事。

今年，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在广度

和深度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5
月 11 日，我省出台了《关于完善法律
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降低了
法律援助门槛，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
准由低保标准调整为低收入标准，扩
充了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在
全国率先提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全
覆盖”和“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7月
26日，省司法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
公安厅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河南省法
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工作站)工作
规定》，要求“驻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

站应当设立在监区内”，如今，我省看
守所100%都设立了值班律师办公室，
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内就可以得到法
律援助。

“让穷人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
司”。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法律援助
工作，2011年至 2015年，全省法律援
助资金增长近1.4倍；法律援助年度办
案量由 5.66 万件增长到 8.84 万件，受
援人数由 31.2 万人增长到 74.5 万人，
累计为农民工争取损害赔偿和劳动报
酬15亿元。②40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 月 30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获悉，自今年 1月 1日起，我省再
次提高伤残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标
准，增发金额将在12月底前发放到
位。这是我省继 2005年以来第 12
次调整工伤保险定期待遇。

据介绍，本次待遇调整的对象
为：本省行政区域内 2015 年 12 月
31日前开始享受伤残津贴、生活护
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伤人员
或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

此次调整坚持继续向待遇水平较

低人员倾斜的原则，具体调整标准为：
一级至六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每人每
月分别增加190元、180元、170元、
160元、150元和140元；生活护理费
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
自理和部分不能自理3个等级每人每
月分别增加120元、100元和80元；供
养亲属抚恤金配偶每月增加110元，
其他亲属每人每月增加90元，孤寡老
人或孤儿每人每月再增加20元。同
时，1996年10月1日前（不含1996年
10月1日）发生的工伤，在上述标准的
基础上每人每月另行增加10元。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月 30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10
个月，我省前两批15个国家级示范
县和首批两个省级示范县已建成县
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16个，乡镇级
服务站236个、村级服务点4069个，
新增网店近 2万家，累计培训近 19
万人，农村电商就业人员达到65000
人，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75亿元，
网络零售额接近126亿元，电子商务
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发动机”。

2014 年 7月，河南等 8个省份
率先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

作。迄今，我省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已达到21个，省级
综合示范县达到27个。

前两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获批后，在较短时间内，各示
范县陆续建立起县、乡、村三级电子商
务管理服务体系。县级建设电商运营
服务中心，主要搞好产品展示、管理运
营、业务培训、网商孵化、物流配送等；
乡镇建服务站，具备培训孵化、线下体
验、仓储配送、生活服务等功能；村里
设服务点，提供代购代销、缴费、充值、
代收代发、取送货品等服务。③7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11月 30
日，记者从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
理局获悉，12月1日至31日，云台山
景区面向所有游客推出“你来旅游，
我补贴高速过路费”的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凡经郑云高速到云
台山景区旅游的游客（高速出口终
点站必须为云台山站），凭郑云高速
收费单据、行车证到景区购买现行
正价门票，可根据过路费实际金额

抵折门票，最高补贴50元。此活动
不限起点、不限车型，高速收费单仅
限购票当日单据。

此外，2016年12月1日至2017
年 2月 28日，云台山景区将开始执
行淡季门票价格，即全价门票（含交
通费60元）120元/人，半价门票90
元/人。冬季的云台山开启高冷冰
挂模式，登高望远，峡谷漫步，远离
雾霾。③7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2016年
河南省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于11月
30日17：30结束。据河南华图数据研
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7：00，
报名人数为323021人，已超过去年
的29.6万人。加上已经报名尚未进
行审核的报名者，总报名人数将继续
攀升，预计最终报名人数将突破33
万，报名竞争比例约为54∶1。

据了解，招录人数的增加、2017
年应届毕业生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今年省考报名人数的增长。从
报名情况看，岗位冷热不均现象严重，
竞争比在100∶1以上的岗位大量存

在。从事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的亢文
琴预测，2016年省考最热岗位将会在
郑州市委宣传部或法院某个专业的岗
位中产生，招录比可能超过1000∶1。

“除去审核未通过、未缴费、临场
弃考的考生，最终参加考试的人数预
计在 23 万人左右，实际竞争比在
37.5∶1左右，属于正常的竞争水平。”
亢文琴提醒，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要
于12月3日17:30前通过原报名网站
缴费，已确认缴费的考生要于12月19
日8:00至12月24日14:00间登录河
南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参加12
月24日举行的公共科目笔试。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1月 29
日，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在郑州召开
会议，调整我省重点监控地区，巩义
市、邓州市、新密市、杞县、偃师市等5
个县（市）因为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严
重，被确定为新一轮重点监控地区。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负责督察
山东、河南两省，该局 2013年建立
起“违法用地问题严重地区重点监
控制度”。2015 年，该局将我省南
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新郑市、新蔡
县列入重点监控地区。一年多来，
被重点监控地区积极采取措施整

改，土地利用和管理秩序总体向好，
被解除重点监控。

根据全天候遥感监测督察、信访
举报线索、日常督察等情况，国家土
地督察济南局决定把我省巩义市、邓
州市、新密市、杞县、偃师市等5个县
（市）列为新一轮重点监控地区。这
些地区违法用地问题在全省比较突
出，被要求立即开展全面清查，摸清
本行政区域内违法用地总体情况，逐
宗建立问题台账，倒排工期尽快整
改，整改不力者，将报请国家土地总
督察依照规定责令限期整改。③4

我省农村电子商务生机盎然
前10个月交易额逾275亿元

2016年省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
预计最终报名人数将突破33万

我省再次上调工伤保险待遇

五县（市）土地违法严重被盯紧

本月到云台山补贴高速过路费

央行个人账户分类管理新规今起实施

三类账户有啥区别？

我省法律援助年度目标超额完成
前10个月办理相关案件8.6万件 挽回经济损失3.03亿元

11月 29日，夏邑县郭店乡何集
村村民在晾晒板材。该县筛选一批适
合农户操作的种植、养殖、加工项目，
并从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
大批农户脱贫致富。⑨7 苗育才 摄

11月29日，社旗县朱集镇后李
村残疾人李顺兴在拼装仿真花。社
旗县以抓培训促就业为导向，全力
做好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
训工作，对 1890 多名残疾人进行
了仿真花拼装、手工制作、服装加工
等技能培训，促进他们就业。⑨7
廖兴柯 申鸿皓 摄

技能培训
促残疾人就业

针对冬季农网升级改造工程施工任务繁重，寒冷潮湿的天气给安全施工带
来一定困难的实际情况，周口项城市供电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冬季施工安全
管理。根据冬季天气及气温变化，结合施工内容，制订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加
强冬季施工器具的保养和检查，防止发生施工器具冻裂等安全隐患，提前做好
梯子、登高工具的防滑措施；配备冬季防冻、防滑等劳动保护用品，落实冬季施
工的防冻、防滑、防高空坠落措施；开展冬季施工专项安全教育，组织学习冬季
施工安全防护方法；加大对安全风险预控和危险点（源）检查，增加施工现场安
全检查次数，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的跟踪检查力度，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处
理，全面保证冬季施工安全。 （朱培波）

多举措加强冬季施工安全管理

11月 29日，郑州大观音寺开展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活动，活动分为
知识学习和知识竞赛两部分。大观音寺将红军长征的背景、长征路上的
苦难与辉煌等相关资料、图片摆放在大殿内供群众阅读学习，使他们感
受到 80多年前，红军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
和革命精神。阅读学习后，组织信教群众积极参与知识竞赛，巩固学习
内容。此次活动的开展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进一步增强信教群
众爱国爱教情怀，引导其在新的长征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丰庆路街道办事处)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长征精神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年 12月 8日上午 10时，在郑
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10楼公
开拍卖郑州汇丰源商贸有限公司
20%的国有股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
其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在《河南
日报》发布的“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6]32号），或登
录 其 网 站（http://www.zycqjy.
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工商监督电话：
0371-66779655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日

拍卖公告
豫拍[2016]第113期（总1327期）

视觉新闻

11月30日，正阳县彭桥乡板桥村73户农民喜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目前，该县282个行政村的75个行政村已具备发证条件。⑨7 高万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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