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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国
际通行做法，主要是为了建立领取
养老金资格认证的反欺诈机制，防
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被冒领，维护
基金安全。认证时间一般是一年
一次，各地区社保部门对于认证时
间的安排存在不同的做法。

2022年我国全年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7.1万亿元，支出6.6万亿
元，年底累计结余7.4万亿元，能够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近日，“2023年养老金认证时间提前，退休人
员必须在1月份完成待遇资格认证，否则养老金
将会停发”的消息在多地流传，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有的网友担心是因为养老金不足。这是真的
吗？针对此说法，笔者予以求证。

笔者注意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发文
紧急辟谣，同时提醒广大网友一定要提高警惕；

武汉、成都、哈尔滨、郑州、呼和浩特、长沙、福州
等多地人社部门也发布公告予以澄清，不少地方
的人社部门还在相关公告中提示了社保待遇资
格认证方式。

据悉，这个认证是指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认证时间一般是一年一次，各地区社保部
门对于认证时间的安排存在不同的做法。例如，
成都实行滚动认证，待遇领取人员自领取待遇的
次月起，每 12个月认证一次。开展此认证是国
际通行做法，主要是为了建立领取养老金资格认
证的反欺诈机制，防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被冒
领，维护基金安全。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
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表示，一些试图浑水
摸鱼的骗子通过散布谣言，推送虚假网站，打着
可以代办认证的幌子，诱导一些退休人员和城
乡老年居民填写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并从中
牟利。

那么，如何进行认证？人社部相关人员介
绍，第一种是刷脸认证。人脸识别自助认证，通
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或“掌上
12333”等官方手机APP进行认证。第二种是社
会化服务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
体提出上门认证的申请，社保局工作人员上门协
助认证。第三种是数据比对。社保局通过和公
安、民政、医院、交通运输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来

获取退休人员的情况。
如果退休人员或符合领取养老金的城乡老

年居民在认证期限内没有办理认证，发现养老金
被暂停，也不要着急。人社部提示，退休人员主
动和社保局联系并按要求完成认证后，就会恢复
养老金发放并进行补发。

养老金关系着亿万退休人员的生活。党的
十八大以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养老金运营情况如何？有没有网友担
心的所谓停发、缓发或者少发的可能？

金维刚表示，无论是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都是大于支出的。2022年，我国全年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 7.1万亿元，支出 6.6万亿元，年底累计
结余 7.4万亿元，基金运行平稳。我国各项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实现基金长期收支平衡和可
持续发展，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能够
维护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使其能依法享有
养老保障。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同样
认为，从目前养老金的运营情况来看，不必担忧
养老金停发、缓发或者少发。

“我国不存在养老金亏空的问题。尽管近年
来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财政补助力
度相应增大，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李
实说。 （马常艳）

本报讯（张佳）1月28日，西安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发布消息，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
力，促进城市道路交通有序运转，1月 30日
起西安市相关区域将恢复实施工作日机动
车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限行时间：2023年 1月 30日（周一）至
2023年11月10日（周五），工作日7：00-20：

00。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不限行；若公休日
因法定节假日调休为工作日的不限行。

限行规定：每日限行两个车牌（含临时）
尾号（若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车牌最后一
位数字为准）的机动车。星期一限行1和6，
星期二限行 2和 7，星期三限行 3和 8，星期
四限行4和9，星期五限行5和0。

西安今日起恢复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

会员套会员、付费再付费，无尽
的广告、无尽的套路……近一段时
间以来，智能电视的“套娃会员”问
题引发了大量吐槽。究其根源，恰
是智能电视的嵌入式平台多、收费
形式繁杂、兼顾保护内容、监管力度
不足等等。

智能电视，是连接互联网资源与
受众的终端载体，也是与内容版权方
共享利益分成的合作者。作为智能
电视厂商，本身往往会随机提供一部
分内容资源供消费者观看，这既是吸
引消费者的重要服务项目之一，也是
与其他品牌的竞争利器。同时，为满
足消费者需求并弥补自身视频资源
的不足，电视厂商也会向相关视频平
台开放端口，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选
择。这当中涉及了智能电视厂商、视
频平台和内容版权方等多方权利义
务的纠葛，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套
娃会员”现象形成了对消费者的围堵
和收割。

具体来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指出，经营者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
强制交易”。事实上，消费者为视频
平台一次性充值后，往往都以为能观
看全部、至少大部分内容，实际观看
时才发现还有大量内容需要继续或
单独充值。可见，“套娃会员”是一种
典型的利用宣传信息不明确对消费
者付费行为的误导，是一种披着“勾
选格式条款信息”外衣的变相强制交
易，是一种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新型隐蔽违法行为。

知识产权的付费与保护，当然有必要；
价格竞争的自主与灵活，须臾不可少。但这
一切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更不能披上法
律外衣去干非法勾当、侵犯合法权益。保护
知识产权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二者之间并不

存在矛盾。从《价格法》的规范来看，
第十四条枚举的“经营者不得有下列
不正当价格行为”中，包括“（四）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
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智能
电视本身的特点，注定其在使用过程
中会涉及大量的互联网应用和产品。
在消费者普遍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信
息的情况下，出品方有义务在售前向
消费者做出显著、明确、清晰的提示，
让消费者充分知情，按需选择。而当
下存在的以终端不兼容、内容拆分等
手段巧立名目，以版权保护名义“温水
煮青蛙”、遮遮掩掩的捆绑消费，就属
于非典型的虚假、诱骗交易。

如果说“套娃会员”的路数让观众
们很烦还是个商业道德问题，大不了
被“用脚投票”失去市场罢了，那么“套
来套去”则涉嫌触碰法律底线、侵犯公
共利益，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
的契约精神、平等要求。

“套娃会员”们的逐利忘本，非一
日之寒，是在一点点尝试犯规、反复割
消费者韭菜的博弈中愈演愈烈。治理
之道同样要正本清源，在加强监管、出
手惩戒的同时优化政策设计，引导相
关平台企业守法经营、改良经营模式。

有依法依规保护消费者权益，有
法治监管斩断牟利者黑手，有科学政
策平衡经济利润与社会责任，我们有

信心杜绝“套娃”等形形色色的套路。对
企业而言，只有坚持沿着法治化监管的正
轨发展，才能赢得观众的好口碑，在良性、
有序的竞争中赢得合理的利润、赢得光明
的前景。 （洪乐风）

春节期间，中铁
二十局市政公司对
房建、高速公路等所
属项目部员工合理
安排就地过年，确保
施工不打烊，高效优
质推进项目建设。
闫彦龙 王伟 摄

本报讯（刘常钰 白亮 连颖）1月 21日
至 27日春节期间，延长石油榆林炼油厂累
计加工原油 11.44 万吨、催化加工 1#渣油
4.03万吨、重整加工石脑油 1.89万吨，实现
生产安全受控、油品外运高效，有力保障了

周边区域节日期间的能源供应。
该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范

操作程序，针对春节期间出现的大幅度降
温天气，落实好防冻防凝加强措施，安排好
生产应急人员，实现安全生产。

榆林炼油厂：多措并举保障春节能源供应

1月份不认证停发养老金？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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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 小时便
会站立、性格活泼
好动、妈妈的“小跟
班”……1月28日，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
园的一只白犀牛男
宝宝将满两个月，
正 式 面 向 社 会 征
名。市民可关注西
安秦岭野生动物园
微信公众号，通过
留言的方式帮小犀
牛取名。高乐 摄

本报讯（李军）2023年春节期间，陕煤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供应煤炭 46.48万吨，
同比增长 30.42%，有力保障了节日期间民
生用煤需求。

为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节，该公司党员

干部带头坚守岗位，落实“保供应、保畅通”
各项措施，不断完善预警联动机制，及时协
调解决煤炭保供中的问题，加大发电供暖
民生用煤保障，做到了过节“不停运”，供应

“不断档”，确保了煤炭供给稳定有序。

陕煤运销彬长分公司：春节供应煤炭46.48万吨

游客身着各式汉服游览拍照（1月24日摄）。
春节期间，位于西安曲江新区的“长安十二时辰”沉浸式唐风市

井生活街区迎来旅游高峰。在这个涵盖唐食荟萃、百艺手作、文化
宴席、沉浸演艺等多种业态的街区里，许多游客身着汉服、绘上美
妆，游览、留影，感受大唐风貌，体验“唐潮”之旅。 刘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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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晨）近日，西安市医保经办服
务中心发布消息，西安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在异地产生的门诊慢性病相
关医疗费用，可纳入西安市城镇职工门诊慢
性病补助零星报销申报范围。参保单位医
保经办人员收集本单位职工门诊慢性病票
据等相关资料，递交所属经办机构办理。

申报时需要提供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票
据报销联（收据联或发票联）原件、处方和检
查、化验报告单（复印件）；定点零售药店票
据报销联（发票联）原件、处方复印件和费用

明细小票。同时，填写《西安市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慢性病补助费用个人报销单》，如有
电子发票，需提供《电子发票承诺书》。《西安
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补助费用个人
报销单》《电子发票承诺书》均可通过西安市
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下载。

西安市医保经办服务中心提醒，城镇职
工门诊慢性病补助零星报销申报时间为医
疗费用产生后次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工
作日）可进行申报，逾期不再办理。医保个
人账户支付费用不在报销范围。

“门诊慢性病补助零星报销”指南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