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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预付卡消费，利大？ 弊大？
市民观点：有优惠可享 怕商家跑路
荆门晚报记者 汪兵洋
尽管预付卡消费商家关门或跑路现
象时有发生，晚报记者调查发现，还是有
许多市民有到相关商家办过预付卡消费
的经历。 提起预付卡，大家各抒己见。
市民李女士是位法律工作者，她办了
多张预付卡， 刚有一个办卡商家搬家了，
尽管此前商家给她发了短信，说租赁合同
到期，换地方新店开业，但她说商家换地
方要是太远不方便消费了， 她就不会去
了，应该退钱。此前，她也碰到过一次商家
跑路的事，投诉到工商部门，工商部门马
上联系，商家退了钱。
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宋女士也称，自己
以前办过预付卡消费， 但现在不办了，感
觉骗局太多，且有的售后服务差。 这些商
家中， 有的是第一次为拉客交钱办卡，服

务态度很好，以后你去消费，他们会要你
等很长时间，显示不出优先感。 她还办过
两次洗车卡，后来洗车店搬家了，余下的
钱不了了之，虽然钱不多，但受骗的感觉
不好。 她说，现在一些商家太没底线，搬家
前也不打客户电话商量处理。
从事装饰装修的刘老板看问题爱看
主流、看正面。他说，现在商家办预付卡已
成很普遍的现象，对消费者来说，可便宜
百分之二三十；对商家来说，可快速回笼
资金。 对于大量发放预付卡的商家来说，
跑路的毕竟是人品不好的少数，办预付卡
有风险，但较小，搞什么都有风险的，所以
要有所选择。
在供电公司工作的市民官小姐说，
有的商家办预付卡可优惠， 充的多送的

多。 商家通过办预付卡，把消费者的钱存
在那里，可留住客户，可尽快回收成本。
她因听说过预付卡商家跑路的事， 所以
自己办得少，会担心商家跑路。 至今，她
只办了小区门口洗车店的洗车卡， 可随
时知道它的动向。 预付卡看起来有很多
优惠， 但它悄悄地限制了你的选择的多
样性， 所以在一个店不宜办金额太大的
消费卡，试想，老在一个餐馆吃，老是那
几个菜，那几种口味，容易吃厌，况且还
有风险；要是多到几家吃，还可以货比三
家味比三家。
受记者随机采访的九名市民消费者
家庭中，没办预付卡的只有三人。 在商城
上班的张女士没办预付卡， 也不办预付
卡，她说自己需求不多，消费一次出一次

员反映， 城区白云大道北段市政桥附近一
小区业主私自将两间门面房隔断打通，违
规改变房屋原有结构。接到举报后，市区城
管部门会同龙泉街道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
查，核实情况后，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责成业主限期恢复原状，依法依规实

施装修。 4 日起，当事业主对拆除的隔断墙
进行封堵复原。
10 日，城管部门邀请该小区业主代表
对恢复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征询业主代
表对此事处置的意见。 业主代表现场对隔
断封堵复原情况表示认可， 对城管部门快

的钱，也干脆。
市民杨女士说， 自己没办任何预付
卡，生活用品都是用品牌直销产品，首次
消费成为会员后，不用存钱办卡，就能在
以后享受打折优惠， 直接到店拿货即可。
现在看来，这类不需要存钱办卡的商家和
品牌，是实力和自信的表现，还是很值得
信赖的，选择这种消费模式似乎要好过预
付卡消费。

“业主打通门店隔断 城管责令复原”续

隔断墙已封堵复原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杨涛 通讯员郭亮

（
）7
日，本报刊发报道《业主打通门店隔断 城
管责令复原》。 报道见报后，10 日，城管部
门邀请该小区业主代表对恢复情况进行了
监督检查。
2 日上午， 一市民向市城管委值班人

速处置表示满意。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政策问答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
险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解
决部分退役士兵的基本养老、医疗困难提
供了政策依据。我们整理了退役士兵关心
的 11 个问题予以解答。
1.

答

为什么要出台 《意见 》？

役时选择由政府安排工作的人员，回到地
方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稳定就业和稳定
收入来源，属于政策保障范畴。

首次参保时间如何认定 ？
答 ：根据相关规定，《意见》进一步明

3.

确，符合政策保障范畴人员入伍时未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保险的，入
伍时间视为首次参保时间。这一规定对接
了安置政策和现行社会保险政策，有利于
更好地保障这些人员的切身利益。

：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退役军
人， 强调要把广大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好， 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好。
2011 年以前，依据国家户籍制度管理规
？
定及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退役士兵
4.
：《意见》 规定，2012 年 7 月 1 日
安置区分城乡， 采取安排工作和回乡务
农等方式， 基本保证了大多数人员的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 实施前退
业和生活。 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 役的，军龄视同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集中 疗保险缴费年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
调整，出现了就业渠道变窄、岗位资源较 人保险法》实施后退役、国家给予军人退
少和较大规模的下岗情况， 部分退役士 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军龄与参加基本
兵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为贯彻落 计算。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
？
要论述， 保证退役士兵享有的待遇保障
5.
：《意见》规定，符合政策保障范畴
与服役贡献相匹配、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切实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中 人员参保后缴费中断的，可以按照不超过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 本人军龄的年限补缴，并免收滞纳金。
了《意见》，以解决他们养老、医疗等方面
？
的后顾之忧。
6.
：《意见》 明确了补缴责任主体，按
《
》
2.
照规定，符合政策保障范畴人员补缴社会
？
保险缴纳费用，原则上单位缴费部分由原
：考虑到出现社会保险中断缴费的 安置单位负担， 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负
退役士兵主要是在 2011 年退役士兵安 担。
置改革以前退役。按照当时国家层面确定
？
的安置政策，转业志愿兵（士官）和城镇义
7.
：《意见》规定原安置单位已不存在
务兵等人员应由政府安排工作，他们中退

答

答

内

哪些退役士兵在 意见 保障范围

答

对缴费年限有何规定

对补缴年限有何规定

由谁来补缴费用

答

答

单位和个人无力补缴怎么办

或缴纳确有困难的，由原安置单位上级主
管部门负责补缴；上级主管部门不存在或
无力缴纳的，由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主管
部门申请财政资金解决。对属于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的，地方政府对个人
缴纳部分予以适当补助。政府补缴年限不
超过本人军龄。

缴费基数是多少 ？
答 ：《意见》规定，补缴城镇职工基本

8.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分别
为补缴时安置地和参保地上年度职工平
均工资的 60%， 单位和个人缴费费率按
补缴时当地规定执行， 相应记录个人权
益。

补缴手续怎么办 ？
答 ：本着便于操作，让服务保障对象

9.

少跑路的原则，《意见》提出，符合政策保
障范畴人员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
退役证明，到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
门或相关部门登记军龄、 提出申请后，安
置地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负责将相关
信息及证明材料分别提供给安置地（或参
保地）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及相关征收机
构，相关部门分不同情况，对退役信息、参
保信息、单位和个人困难情况等进行审核
确认后，分类为符合政策保障条件人员办
理参保和补缴手续。
10. 补缴后仍达不到领取待遇条件
怎么办 ？
答 ：《意见》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服役年
限，对符合保障条件对象断保情况予以帮
扶援助，这体现了对退役士兵服役贡献的
褒奖。 同时，国家也鼓励退役士兵通过个

人努力， 充分享受国家普惠性的政策保
障。
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
险累计缴费年限（含军龄）未达到国家规
定最低缴费年限的，允许延长缴费至最低
缴费年限。《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国家
规定最低缴费年限的，允许一次性缴费至
最低缴费年限。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 （含军
龄）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
国家规定年限。
二是对服役时间短， 相对年轻人员，
国家明确要求各地通过教育培训、推荐就
业、扶持创业等方式，帮助他们就业创业，
以解决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
三是年龄偏大、扶持后仍就业困难的
退役士兵，符合条件的，优先通过政府购
买的公共服务岗位帮扶就业，要求用工单
位依法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
11. 补缴工作涉及时间跨度大 、 人员
类别多 ，有些情形该如何甄别鉴定 ？
答 ：《意见》实施后，将重点通过建立
部门会商机制，借助信息化手段等，对符
合保障条件人员的服役信息、 退役情形、
参保情形、生活困难情况以及原安置单位
目前状况进行甄别鉴定，确保不发生错保
漏保情况。
涉及到的单位部门和符合保障条件
对象也要准确理解和执行政策，切实履行
好权利和义务，有能力的要主动承担相关
费用。特别是符合保障条件对象要据实提
供参保信息，如果因为信息不全造成重复
缴费，不仅不能提高待遇标准，还会增加
个人缴费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