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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过期，银行账户咋办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个人百元即可投资，可通过商业银行柜台或网上银行认购——

地方债券，你我都可以买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地方债券柜台发行，在现行通过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主要面向商业银行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发行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地方债券发行渠道，丰富了投资者群体；也有利于更好满足个人和中小机构低风险投

资需求，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非法金融活动蠢蠢欲动，专家提醒——

“稳定币”并不稳定
本报记者 钱箐旎

记者从多家银行获悉，自 4 月 1 日起，如果客户
存留的身份信息不完整、不真实，或者相关信息过
期，银行将中止对该客户名下的账户提供金融服
务。那么，身份证如果过期将会有哪些影响？如何
更新在银行存留的身份证信息？不能及时更新银行
信息怎么办？针对这些问题，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
友详细解答。

问：身份证过期将对银行账户产生哪些影响？
主持人：身份证存在“有效期”，16周岁至25周岁

的公民，身份证有效期通常为 10 年。假如你出生于
1991 年，于 2009 年即 18 周岁时办理了居民身份证，
那么该证件很可能将在2019年到期。

如果在银行预留的身份信息没有及时更新，银行
账户交易将在以下范围受到限制：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智能终端、ATM、柜台业务、POS机刷卡消费、理财
购买、转账汇款等动账类交易；此外，借贷交易也将受
到控制，但批量交易除外。

为何会有以上限制？多家银行表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十六条、《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
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十九
条等相关规定，对在该行留存的身份信息存在不完整、
不真实等情况的客户名下账户中止提供金融服务。

问：怎样更新银行身份信息？
主持人：首先，可以提前通过银行的营业网点、电

子银行等渠道，了解身份信息情况。以中国工商银行
为例，登录该行的网上银行，点击“设置—客户信息管
理—客户基本信息”，即可查询到证件类型和证件有效
期截止日。

如果身份证件在有效期以内，但未在银行更新信
息，可通过手机银行中的“证件有效期维护”功能更
新，或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去银行网点更新。

如果身份证已过期，有四种方法可以更新。一是
通过手机银行自助办理，可以实时更新。具体来看，点
击“我的—设置—证件有效期维护”，然后上传新身份
证验证。二是去线下网点办理，通过智能柜员机操
作。将有效身份证件放到智能柜员机上办理业务，柜
员机会识别、读取二代身份证信息并更新。三是使用
线下网点叫号机。拿着新身份证到银行网点，在排队
叫号机上刷身份证取号，机具便可自动更新身份证信
息。四是通过线下网点柜台办理，向柜员表明更新诉
求，也可以实时更新。

问：暂时无法更新身份证，该怎么办？
主持人：如果新身份证件正在办理中，或者因为其

他原因无法提供有效期以内的证件，还可以持现有证
件或本人银行卡，到银行任意网点申请宽限期。

（本期主持人 郭子源）

今年第一批欠薪典型案件发布，“黑名单”制度初见成效——

给黑心欠薪老板敲响“丧钟”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定期发布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件，已成为劳动监察部门的一
个惯例。通过各方加大惩戒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
制度正初见成效

从长远讲，要强化工资支付保障立法，规范工资支付行为和底
线标准，清晰工资支付责任，加大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2019 年第一批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
件。从涉及金额看，此次公布的案例
中，涉及欠薪金额最高的是重庆市普晖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 66 名劳动者
劳动报酬共计362.5万元。

近年来，定期发布拖欠劳动报酬典
型案件，已成为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个惯
例。通过各方加大惩戒力度，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正初见成效。

今年年初，人社部公布了 2019 年
第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
息，共涉及30户用人单位及其相关责
任人。这是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管理暂行办法》自2018年1月1日
施行以来第四次公示“黑名单”。由于
在用工过程中均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
资违法行为，根据 《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及联合惩戒
有关规定，这些单位及相关人员将在政
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
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税收优惠
以及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面依法受到
限制。

“‘黑名单’制度是加强劳动保障

监察工作、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黑名单’的发布，体现了党
和政府统揽全局驾驭社会建设的自信和
能力，彰显了全面深入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也给
黑心企业和老板敲响了‘丧钟’。”中国
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企业薪酬研
究室主任刘军胜说。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工程建设领域
欠薪问题仍然是治理欠薪的重点和难
点，主要体现在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
违规行为仍时有发生，工资支付责任主
体难以落实，部分施工企业用工管理不

规范，没有完全落实按月足额支付工资规
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抓紧制定专门行政
法规，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工按时
拿到应有的报酬。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
来，多地出台具体举措，保障农民工工资
按时支付。

北京市出台劳动保障监察接待跨区域
投诉举报案件管理办法，并推行跨区域案
件接待机制，劳动者可以在本市行政区内
任何一个劳动监察机构窗口投诉或举报，
之后案件通过网络平台由市级劳动监察部

门统一流转、解决，打破地域限制。
2019 年，北京市将开发、推出农民工
维权投诉、举报 APP，计划未来在全
市所有维权公示牌上添加 APP 二维
码，使有需要的劳动者可通过扫描二维
码下载 APP，在上传个人信息、案由
后，线上投诉、举报、维权。

上海市提出综合运用重点监管、信
用监管手段，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重大违法社会公布、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移送等惩戒措施。

宁夏打造法律援助品牌，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出台实施方案，全面部署
安排品牌建设工作，并通过开辟绿色通
道、健全便民窗口等举措，加强农民工
法律咨询引导，方便农民工及时有效
维权。

刘军胜认为，要进一步发挥“黑名
单”的作用，还要在信息及时归集和推
送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将完善联合惩戒
机制落到实处。从长远讲，要强化工资
支付保障立法，规范工资支付行为和底
线标准，清晰工资支付责任，加大责任
追究和处罚力度，扎紧制度笼子，真正
解决用人单位“不能欠”问题。

近期，一份来自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风险提
示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该提示指出，部分媒体、社交平台、
研究团体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发币揽财为目的，交易炒作
升值为利诱，利用“研究”“论坛”之名，宣传“稳定币”“积分
币”“数字货币”等，以此开展培训、项目推介、融资交易等不
同形式的线上线下活动。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
术，而是借机炒作区块链概念，严重扰乱正常的金融经济秩
序，带来社会风险隐患。为此，北京互金协会发布风险提
示，相关机构和个人应防范以“稳定币”等名义开展非法金
融活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些“研究”“论坛”等活动基本未作投资人适
当性控制，缺乏风险教育。在种种利益诱导下，特别是近期
境外某知名虚拟货币交易所推出一些商业模式，其中个别
代币短期内价格被炒高至5倍以上，对国内大量潜在交易
者是不小的诱惑。

“虚拟货币有非常典型的涉众型证券交易模式性质，同
时具有极高的投机风险和欺诈风险，其潜在隐患一旦爆发，
势必引起一大波‘韭菜’被收割，最后冲击社会稳定。”邓建
鹏说。

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应该如何防范此类骗局？邓建
鹏认为，金融消费者首先应有充分的投资风险意识，从
事相关投资活动，应该严格与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相匹
配，以免对自己或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区
块链领域的投资活动具有很高的专业技术门槛，对该领
域的应用和特征缺乏深刻认知与理解的潜在投资者，应
持特别谨慎态度。

邓建鹏强调，金融消费者应注意到区块链在信用缺失
领域可能存在巨大的运用价值，但当前区块链多处于概念
与理论探索阶段，真正进入大规模使用及产生商业价值还
需要更长时间，当前不少区块链创业项目存在夸大其词或
过度包装，投资者需谨慎对待。

北京互金协会在风险提示中也明确表示，公众应理性
看待区块链，不要盲目相信天花乱坠的承诺，树立正确的货
币观念和投资理念，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专家强调，短期内买卖各种虚拟货币获利，往往不是来
自实体经济产生的利润，大多是投机与炒作的结果，这一现
象无法长期持续。

3月25日，浙江省、宁波市开始通
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地方债券，标
志着地方债券柜台发行成功推出。

今年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
效，适度提高赤字率，同时安排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 21500 亿元。地方政府通
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重点发行专项债
券，有利于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对稳投
资、扩内需、补短板的作用。

投资者群体更丰富

记者了解到，本次发行的宁波债券
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期限3年，招标
确定的发行利率为3.04%，柜台销售额
度 3 亿元；浙江债券为棚改专项债券，
期限 5 年，招标确定的发行利率为
3.32%，柜台销售额度11亿元。

这次发行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工作的通知》开展的。根据通知，地
方政府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
券，可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在本地区
范围内发行。通过这一举措，拓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渠道，满足个人和中小机
构投资者需求，丰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柜台业务品种。

据悉，地方债券柜台发行成功推出
后，个人和中小机构可以通过商业银行
柜台网点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
认购地方债券，起投金额100元，交易
门槛低。投资者认购地方债券，既可以
持有到期，享受稳定利息收入，支持家
乡建设；也可以在需要资金时随时向承
办银行卖出或开展质押融资，流动
性好。

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地
方债券柜台发行，在现行通过银行间和
交易所债券市场主要面向商业银行等大
型机构投资者发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宽了地方债券发行渠道，丰富了投资者
群体；也有利于更好满足个人和中小机
构低风险投资需求，拓宽财产性收入渠
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增强人民的获
得感。

“地方政府债券是‘银边债券’，有
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违约风险极小，
同时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
所得税，收益率相对较高；从柜台交易
的性质来看，交易较为简单，可以随买
随卖，灵活简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
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表示。

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
至 2 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7821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4560
亿元，发行专项债券3261 亿元；按用
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6961亿元，发
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860亿元。

郑春荣认为，2019 年我国地方政

府债券将大幅扩容，投资更加丰富、多元
化，可以使发行利率更加稳定，“从长期
来看，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居民
购买地方政府债券以后，会更加关心地
方的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形势，有利于促
进政府的信息公开”。

据悉，四川、陕西、山东、北京在
近期也将陆续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
行地方债券。

强化法定预算约束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安
排地方财政赤字9300亿元，比2018年
增加10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弥补；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15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8000 亿元，
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也为更
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创造了
条件。

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有效
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广受关注。财政
部部长刘昆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年年会上表示，加快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使用，争取在9月底前将全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08 万亿元发行
完毕。同时，督促各地加快资金拨付，
及时用在项目上，充分发挥对地方稳投
资、扩内需的积极作用。

专家建议，要加强专项债券项目收
支预算管理，规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支持地方尽早发挥专项债券资金效益；
同时，督促地方落实地方政府债务信息
公开要求，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阳
光化”，更好发挥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的监督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稳妥
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如何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然是今年地方政
府债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国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和预算管理，强化法定预算约束。经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批准，2019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为240774.30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133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07685.08 亿元。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2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91420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
限额之内。

统计显示，截至 2018 年末，我国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债务
余额和综合财力比例为76.6%，远低于
国际通行 100%到 120%的警戒线。加
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14.96 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余额是
33.35 万亿元，政府债务和 GDP 相比，
负债率是 37%，远低于欧盟 60%的警
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

市场国家的水平。

堵住违法违规举债

“从我国的情况看，目前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刘昆说。

在开大“前门”的同时，如何坚决
堵住违法违规举债“后门”也十分重
要，特别是要严禁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
台公司或以 PPP、政府投资基金、政
府购买服务等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
举债。

2018 年，在地方债管理中，我国
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坚持发现一
起、问责一起、通报一起，财政部组织
核查部分市县和金融机构违法违规举债
行为，全年分9批公开通报问责结果，
相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责任人员被处以撤职、开
除、罚款等处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
心副主任封北麟认为，今年积极财政
政策加力提效，对减收增支财政风险
应予高度关注，“政府债务风险指标处
于国际警戒标准以内，总体安全可
控，但仍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问
题，加强募投项目管理、强化债务资
金集约管理、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
益、积极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是确保以
后年度我国政府债务与社会经济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的必要之举”。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严堵违法违规举债的‘后
门’，给地方政府债务戴上‘紧箍咒’，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
战。”刘昆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