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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4 日从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人社部、财政部日
前印发通知，要求统一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记账利率，记账利率
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
利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统
一和规范职工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办法

的通知明确，记账利率
应主要考虑职工工资增
长和基金平衡状况等因
素研究确定，并通过合
理的系数进行调整。

同时，职业年金个
人账户记账利率根据实
账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
率确定，建立一个或多
个职业年金计划的省
（区、市），职业年金的
月记账利率为实际投资
收益率或根据多个职业

年金计划实际投资收益
率经加权平均后的收益
率。

此外，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
率每年6月份由人社部
和财政部公布。职业年
金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
人社部和财政部根据各
省（区、市）职业年金
实账积累部分投资收益
情况，每年公布一次。

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最近出现
一种信用卡诈骗的新手
段，其中包含利用腾讯
公司的微信平台套现，
澳警方提醒赴澳旅游的
中国游客和在澳大利亚
的中国留学生防范风
险。

据警方介绍，诈骗
集团用盗取的信用卡信
息在网上预留澳大利亚
景点门票，然后通过微
信公号以极低价格兜售
这些门票，并借售票收
入套取现金。但当受害
者到达景点使用门票
时，景点会监测出这是
通过失窃信用卡购买的
门票并将其取消，受害

者因此无法进入景点，
损失了钱财。

新南威尔士州反诈
骗和网络犯罪特别小组
负责人马特·克拉夫特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网上运作的犯罪
集团将诈骗目标对准海
外游客，其中大部分是
中国人。这些诈骗公号
倒卖悉尼和墨尔本热门
景点的门票，如动物
园、水族馆，以及悉尼
海港大桥等等。

克拉夫特说：“对
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价
格低到难以置信，那就
有可能是骗局。如果有
人以50澳元的价格销售

原价200澳元的海港大
桥门票，那就要小心
了，这很可能是陷阱。”

据悉，针对这一诈
骗行为，一些澳大利亚
商家和金融机构已开始
采取更为有效的反制措
施。比如，在犯罪分子
盗用信用卡进行交易时
能够更快速地通知景区。

此间分析人士认
为，迅速成长的移动支
付平台越来越多地被不
法分子利用，诈骗方式
因此不断出现新的变
种。对此，有关部门和
企业应考虑认真研究防
范措施，保护消费者利
益。 据新华社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安建介绍，
2015年12月，根据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
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
关规定的决定。目前注册

制改革相关准备工作仍在
进行，具体改革举措尚未
出台。据此，对现行证券
法第二章“证券发行”的规
定，暂不作修改，待实施注
册制改革授权决定的有关
措施出台后，根据实施情
况，在下次审议时再对相

关内容作统筹考虑。
同时，为了做好修订草

案与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
的衔接，体现改革方向和要
求，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
定，国务院应当按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关授权逐步推
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

注册制：具体内容暂不规定

证券法修订草案二审 聚焦七大市场焦点
证券法修订草案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在充分考虑我国证券市场实际

情况、认真总结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证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
稿聚焦七大市场焦点。

草案二审稿按照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
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
要求，增加了关于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原则规定：将证券
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

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新三板）
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
区域性股权市场三个层次；
考虑到国务院批准的其他
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

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目前的发展
情况，在证券法中对其只作
原则性规定，授权国务院制
定具体管理办法。

据新华社

多层次资本市场：作出原则规定明确三层次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
重要组成，如何更好地保
护投资者一直是市场关注
的焦点之一。草案二审稿
设专章从规范现金分红、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先行
赔付制度等方面强化投资
者保护。

草案二审稿强调证券
公司销售证券、提供服
务，应当与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规定征
集投票权制度，增加中小
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话语
权；规范现金分红，要求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
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
券受托管理人制度，更好
保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
益。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先

行赔付制度。发行人因
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
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
司、证券服务机构可以
委托国家设立的投资者
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
与投资者达成协议，予
以先行赔付。

投资者保护：设专章作规定

关于证券交易，草案
二审稿作出以下完善：扩
大应予严格规范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范围，增加操
纵市场的情形；增加禁止

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证券
交易的规定；进一步强化
证 券 交 易 实 名 制 的 要
求，禁止利用他人账户
从事证券交易；增加对

程序化交易的规范；规
范上市公司停牌、复牌
行为，防止上市公司滥
用停牌、复牌损害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交易：增加操纵市场等情形

草案二审稿将现行证
券法“证券交易”一章中
的“持续信息披露”一节
扩充为专章规定，并予以
修改完善：扩大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范围，增加信息
披露的内容，明确信息披
露的方式；强化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明

确信息披露的一般原则要
求，强调信息披露应当真
实、准确、完整，简明清
晰，通俗易懂；应当同时
披露、平等披露。

信息披露：全面升级为专章规定

对于近年资本市场上
的举牌收购热潮，草案二审
稿强化持股达到百分之五
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义务，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收购。

草案二审稿要求投资

者在持股变动公告中应当
公告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以及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表
决权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
方式；对投资者违规增持
的股份，明确在一定期限

内不得行使表决权；将在
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
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
不得转让的期限，由“六个
月”延长为“十八个月”。

收购：增持资金应说明“来路”

针对证券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的新特点，在认真
总结 2015 年股市异常波
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草
案二审稿对相关规定作进

一步修改完善：增加证监
会应当依法监测并防范、
处置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发挥
证券交易所的一线自律管

理职能；对涉嫌违法人员
实施边控等措施；加大对
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完善处罚规则，提高
罚款数额。

监管：执法权限、处罚力度双升级

澳大利亚警方提醒中国游客

警惕新型信用卡诈骗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统一

“掌中苍穹”雕塑入藏国博
4 月 24 日，航天员

杨利伟 （右一） 观看
“掌中苍穹”雕塑中自
己的手掌印。

当日是第二个“中
国航天日”，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中央电视台
主办，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支持的“筑梦
太空——‘掌中苍穹’

雕塑入藏暨航天文物
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

“掌中苍穹”雕塑
是 11 位执行过载人航
天任务的航天员集体亮
相 2017 年央视春晚时，
在一座特别制作的星云
雕塑上留下各自手掌印
的作品。展览分为飞天

梦圆、逐梦苍穹、再启
新程三个部分，展出包
括“掌中苍穹”雕塑在
内的 63 件 （套） 国家
博物馆馆藏航天文物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特别提供的 10 （套）
件载人航天珍贵历史的
见证物。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