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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转账可实时到账 不用再等 24 小时
运行了两年多的 ATM 转账政策， 如今迎
来重大调整！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称，如果客户
确认收款方信息，并明确知道为实时到账，银
行不必再执行必须 24 小时后才到账的规定。

老规定

健全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

防止群众不小心转钱给骗子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形势
严峻，严重影响公众合法权益。 据《光明日报》报道，自
2015 年 11 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3 年内全国共破获
电信诈骗案件 31.5 万起，查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人员
14.6 万人，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7.9 万人， 起诉 7.7 万
人，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 47.4 亿元。 为防范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2016 年 9 月 23 日， 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部门联合发
布《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

新规定

更多举措

9 月 30 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俗称 261 号文。 该通知要求，
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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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其他具有存取款功能的自助
设备） 转账的， 发卡行在受理 24 小时后办理资金转
账。 在发卡行受理后 24 小时内，个人可以向发卡行申
请撤销转账。 央行相关负责人当初表示，这么做，是为
了防止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小心把钱转给了不法分子，
造成资金损失。

支付服务兼顾安全与便捷

央行的这项设置，的确起到了保护公众资金安全
的效果。 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的
确影响了普通民众在日常转账中的效率。 记者近日获
悉，央行在最新发布的《通知》第十一条中指出，“银行
通过自助柜员机为个人办理业务时，可在转账受理界
面（含外文界面）以中文显示收款人姓名、账号和转账
金额等信息（姓名应当脱敏处理），并以中文明确提示
该业务实时到账，由客户确认。 符合上述要求的，可不
再执行“自助柜员机转账 24 小时后到账”的规定。 鼓
励银行在自助柜员机应用生物特征识别等多因素身

份认证方式，积极探索兼顾安全与便捷的支付服务。 ”
记者了解到，这意味着，无论是同行还是跨行，无
论是转给本人名下账户，还是转给其他人，只要你确
认对方相关信息，也明确了是实时转账，商业银行就
不需要在 24 小时才进行转账处理。 换言之，转账可实
时完成。 如果是非实时转账业务，央行在《通知》也指
出，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对于客户选择普通到账、
次日到账等非实时到账的转账业务的，银行和支付机
构应当在办理结果回执或界面明确载明该笔业务非
实时到账。

央行最新的《通知》，主要从健全紧急止
付和快速冻结机制、 加强账户实名制管理、
加强转账管理、强化特约商户与受理终端管
理、广泛宣传教育、落实责任追究等方面进
行了要求。
记者获悉，在健全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
机制方面， 央行要求， 从 2019 年 6 月 1 日
起，银行和非银支付机构，对公安机关发起
的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和冻结业务，符合规
定的，应当立即办理并及时反馈。

6 月 1 日起 个人可跨网点变更账户
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银行应当为个
人提供境内分支机构跨网点办理账户变更
和撤销服务。 同时，当客户在银行或支付机
构开户时，应当在申请书醒目位置告知客户
出租、出借、出售、购买账户的相关法律责任
和惩戒措施。

冒名开户 5 年内禁止新开账户
《通知》还要求加大买卖银行账户和支
付账户、冒名开户的惩戒力度。 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银行和支付机构对经设区的市级
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
买银行账户（含银行卡）或者支付账户的，假
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
户或支付账户的机构或个人，5 年内暂停其
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 支付账户所有业务，
并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
另据了解，《通知》还要求加强单位支付
账户开户审核， 完善账户密码安全管理，开
展存量账户批量核实，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新华）
完成核实工作。

养老金、最低工资标准……
养老金 15 连涨、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支付宝信用卡还款要
收服务费……这些新
规将影响你我“钱袋
子”。

退休人员养老金迎来 15 连涨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
下发 《关于 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
通知》，明确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8 年年
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
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8 年退休人员
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左右。
这是我国自 2005 年以来，连续第 15 年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继 2016 年以来，
连续第 4 年同步安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

这些新规影响你我“钱袋子”
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预计将有 1.18 亿退
休人员受益。

三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居民增收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陕西、重
庆、上海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多地也将迎来
新一轮调整窗口期。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 3 月，上
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月最低工资标
准超过 2000 元。 其中，上海达到 2480 元。

5 月 1 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 3 月 24 日开幕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 2019 年年会上表示，我国将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各地可从 20%降到 16%，切实减轻企
业社保缴费比例。

降低高速公路、机场、港口、铁路等收费
2019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 要推

进制度性降本增效，着力治理乱收费、乱罚款，降
低高速公路、机场、港口、铁路等收费。 媒体报道
显示，江苏、山东、重庆和四川作为第一批试点省
份，率先取消了 15 个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标志
着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改革迈出坚实
的第一步。

支付宝信用卡还款要收服务费
超 2000 元收 0.1%
根据支付宝官方微博此前发布的“关于支付
宝信用卡还款服务规则调整”公告，从 2019 年 3
月 26 日开始， 个人用户在使用支付宝客户端的
“信用卡还款”功能时，支付宝将对超出 2000 元
免费额度的部分，收取 0.1%的服务费。
新规生效后， 如果用户还款额在 2000 元之
内，还是免费。 只有超出部分才会收取 0.1%的服
务费。 以 3000 元为例，减去 2000 元的免费额度，
用户需要支付的服务费为 1000×0.1%=1 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