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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26 日在京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
作会议全体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
问候，勉励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力开创我国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
馆会议楼前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代表们

纷纷向总书记问好。看到 94 岁的老
英雄张富清，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双
手紧握住老人的手，同他亲切交谈并
致以诚挚问候。随后，习近平等同大
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会议上讲话。她说，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
要论述，坚持党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继承优良传统，注重改革
创新，着力完善政策法规，加强基层基

础和干部队伍建设，做好就业安置、优
待褒扬、权益维护、服务管理等工作，
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
好，激励他们为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
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表彰了 401名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91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和76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

丁薛祥、张又侠、陈希、郭声琨、黄
坤明、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见，中央军
委委员苗华参加会见并出席第一次全
体会议。

7 月 25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
别为9.47亿人、2亿人、2.45亿人，比上
年底分别增加443万人、328万人、650
万人；3 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87
万亿元，总支出 2.47万亿元。相关人
士指出，上半年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更多人从中受益。

7062 亿元到账投资运营。“上半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平稳有序。”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
爱红 7 月 25 日在人社部 2019 年第二
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说。

■社会保障领域，主要有三大新
进展

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
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提高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2019
年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3.5%，进一步
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负担。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
缴费比例降至 16%；继续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以全口径
的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核定个人
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减轻低收入职工
和相关企业的缴费负担。1-6月，全
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合计减费1288亿元。

基金投资运营和监督管理工作进
一步推进。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截至6月底，18
个委托省(区、市)签署的 8630 亿元委
托投资合同中已有 7062 亿元到账投
资运营；继续推动职业年金基金市场
化运营工作。

“上半年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
绩值得称赞。参保人数持续增加，社

保卡越来越接近全覆盖；降费方面，近
1300亿元的减费中，开始降费率后的
5至6月占比近六成，体现了降费率的
减负效果。”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
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12.77亿人持有社保卡
今年以来，社保卡快速普及。截

至 6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 12.77
亿人，社保卡普及率91.5%。

人社部信息中心主任翟燕立介
绍，社保卡已经广泛应用到参保缴费、
待遇领取、就医结算、就业服务等，成
为这些工作开展的重要支撑和服务群
众的重要载体。“今年，我们还将以养
老保险和人事考试等业务为重点，进
一步拓展社保卡应用范围。”

一些地区还将社保卡拓展用于其
他的公共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比如
用社保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凭
社保卡乘公交、进公园、借阅图书等。
海南、雄安等先行先试地区，正在探索
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
服务管理新模式。

社保卡正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结
合。截至 6月底，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375个地市、149个渠
道都可以签发电子社保卡，截至7月19
日，电子社保卡的签发量已经达到
2500万张。“电子社保卡把社保卡装在
手机里，实现了社保卡线上线下融合，
全国一卡通用，真正做到了群众走到
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翟燕立说。

翟燕立指出，要以“一卡通”为入
口，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目前，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的门户已经基本搭建完
成，近期将上线试运行。先行提供以
下功能：社保年度参保信息查询、待遇
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社保关系转移

查询、异地就医查询、境外免缴申请、
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状态查询等。“这
些都是全国性跨地区服务，后期我们
将进一步推广更多的‘一网通办’事
项。”

“社会保障‘一卡通’一直是我们
长期的、始终坚持的工作目标，目前仍
在以每个月新增近千万张卡的速度向
前发展，向‘人手一卡’的目标快速迈
进。”翟燕立说。

■养老待遇“看得懂算得清”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服务要跟得

上。
卢爱红介绍，上半年，人社公共服

务进一步便民化，推动养老保险政策
待遇“看得懂算得清”。提供通俗易懂
的养老保险政策解读服务，提供方便
快捷的养老保险个人权益查询服务，
有 25 个省份完成了部分地区与国家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对接。提供
简单明了的养老保险待遇测算服务，
有22个省份提供了这项服务，其中13
个省份还提供个性化测算服务。

在社保扶贫方面，多种方式查找
未参保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落实政
府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政
策。截至 6 月底，未参保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67 万人，较 2018 年 9 月底减
少了946万人。其中60周岁以上未参
保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经基本实现
应保尽保。

人社部指出，下一步将扎实开展
全民参保计划，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工作，研究制定
小微民营企业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政
策，积极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同时，进一步抓
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落实，并确
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华社贵阳7月26日电（记者 潘
德鑫 蒋成）截至26日13时，贵州水城

“7· 23”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已致 24 人
遇难，仍有27人失联。

据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
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通过户籍核对、
家属报案、DNA比对、对幸存者走访
询问、公安大数据、通信痕迹查证、与

幸存者本人电话及视频核对，截至 26
日13时，进一步确认该滑坡灾害区共
有户籍人口 22 户 77 人，外来探亲访
友、务工人员 8人，共计 85人，其中已
取得联系的在外人员23人，搜救并送
医院救治伤员11人，搜救出遇难人员
24人，失联人员27人。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抢抓 72 小

时黄金救援期，全力组织武警、消防
及社会等各方力量，争分夺秒全力
搜救被困群众。目前，现场搜救仍
在持续，善后处理等工作正在进行
中。

7月23日21时20分，贵州水城县
鸡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发生一起山体滑
坡，初步核实有21栋房屋被埋。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熊丰）记者26日
从公安部获悉，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挥下，全国27
个省区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侦破特大向境外
贩卖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
人631名，缴获银行卡11220张、企业对公账户1886
个，查扣一大批手机卡、U盾、公章等涉案物品。

根据有关线索，广西公安机关发现一个从全
国各地收购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并寄到中越
边境再走私到境外的犯罪网络。3月 26日，广西
公安机关成功抓获蒋某杰等 5名犯罪嫌疑人，缴
获银行卡、手机卡等 27箱、共 220余公斤，涉及全
国27个省区市。4月28日，公安部指挥全国27个
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抓获犯
罪嫌疑人 631名，缴获银行卡 11220张、企业对公
账户1886个，查扣一大批手机卡、U盾、公章等涉
案物品，成功摧毁一个特大买卖银行卡和企业对
公账户并偷运往东南亚的犯罪团伙。

经查，自 2018年以来，数个藏匿在菲律宾的
犯罪团伙大肆招募我在校学生、城市务工人员等
卖卡人到各银行开办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
卖卡人到银行实名办理银行卡或者注册公司后
办理企业对公账户，然后邮寄到广西崇左的犯罪
嫌疑人蒋某杰处。其中，银行卡“四件套”包括身
份证件、银行卡、手机卡、U 盾，一般每套 500 至
1000 元，经层层转卖加价，最高可以卖到每套
3000 元。企业对公账户相关材料包括对公银行
卡、U 盾、法人身份证、公司营业执照等，每套
8000至15000元。犯罪嫌疑人蒋某杰在广西崇左
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银行卡后，通过境外犯罪集
团安排的接货人员偷运出境，经越南、菲律宾等
地，最终流入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近年来公安机关打
击贩卖银行卡犯罪成效最大的一次集中行动，全国公
安机关将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遏制电信诈
骗、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套路贷等新型网络犯罪上
升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新华社西昌7月26日电（记者 李国利 朱霄
雄）7月 26日 11时 5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号05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遥感三十号05组卫星采用多星组网模式，主要
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08次飞行。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

已致24人遇难仍有27人失联

习近平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代表

我国社保卡普及率超九成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号05组卫星

抓获犯罪嫌疑人631名

特大贩卖银行卡和对公账户案告破

7月26日，华为公司在深圳发布首款5G商
用手机——华为Mate 20 X 5G。该手机是目前全
球唯一能够支持独立组网/非独立组网的5G双模
手机，搭载华为 5G 7nm（纳米）麒麟 980 芯片及
7nm巴龙5000终端芯片模组，并支持双卡双待。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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