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相关规定， 成都

动物园属于实行政府定价

或政府指导价的参观景

点， 门票要对四类群体施

行优惠政策：

1、持有效证件60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免票；

2、持有效证件的现役

军人、残疾军人免票；

3、 对6周岁及以下或

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

实行免票， 对7周岁及以

上—18周岁及以下青少

年、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

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

4、持《残疾人证》的

残疾人免票， 对盲人和重

度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

允许一名陪护人员免票。

不管银行是认哪个账号，如果你的账号

是信用卡卡号，那么都不可以享受免除手续

费的优惠措施。省社保局提醒领取养老金的

居民注意，在此次账号提交中，银行发现少

数养老金账户是信用卡卡号，这不符合免除

手续费的相关规定，请这部分退休职工到当

地社保机构或参保单位提交新的养老金账

户号码，进行更替。

昨天下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位成都市

民在邮政储蓄的ATM上插入了自己的银行卡，

提取500元现金后， 还是被扣取了2.5元的手续

费。银行大厅服务人员告诉她，存折取款可以免

手续费，但银行卡不行。同样都是养老金账户，

银行卡和存折还有这完全不一样的待遇？

听说养老金异地取现免收手续费的消息

后， 已经在成都居住9年的刘家明有点小激动。

退休之前在达州工作， 现在人在成都的她每个

月都为取不取养老金纠结：取吧，手续费要10块

钱；不取吧，日常花销还得用。

10块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杯饮料，

但对于那些执着地保持着属于他们那代人节约

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老年人来说， 每个月10

块钱的手续费有些冤枉。

有信任的朋友回老家时， 大家相互委托让

他在当地取现再带回成都， 或者轮到自己回家

时，再一次性取出来。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避

免这每月10块的“冤枉钱”。

今年2月，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共同下

发了《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根据这个最新的规定，本月起，异地

同行提取养老金， 每个月前两笔且都不超过

2500元，就能免手续费。

“一般人哪里有5000元那么高的养老金

嘛。”这一好消息，迅速在刘家明和她的朋友圈

里传播开了， 好几个朋友还特意延迟了取钱的

时间，准备等到8月再说。

不过， 她的朋友之一杨启英则乐观得更

加谨慎。 之前， 各家银行也都有过相关的规

定，减免养老金异地提取的手续费，但事实上

能真正减免的“非常少”。这一次，她也抱着

观望的态度。

坚信白纸黑字的政策不可能走样的刘家

明， 昨天下午带着自己的存折和银行卡来到了

邮政储蓄银行。

大厅里有人在排队，她来到了ATM前，插

入银行卡，输入密码，这一套流程她已经驾轻

就熟。

在取款之前，ATM的显示屏上弹出了一条

手续费提示，里面包括这么一条：个人基本养老

金（含退休金） 账户每月前2笔且每笔不超过

2500（含）元的本行异地取现手续费，2014年8

月1日起免费。

有了这颗定心丸， 她在提款机上取了500

元。可取款成功后，屏幕上弹出的消息让她摸不

着头脑了：本笔交易手续费2.50元。

她盯着屏幕上“手续费”三个字傻了眼，不

是免费吗？

“商业银行免收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和本行签约

开立的个人基本养老金

（含退休金） 账户的手续

费，每月前2笔且每笔不超

过2500元 （含2500元）的

本行异地（含本行柜台和

ATM）取现手续费”———

这是今年8月1日起， 执行

的一项国家发改委和银监

会的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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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惊呆了

动物园多收门票款近18万

市价格监督检查局已督促退款并将处罚，多收的钱以幼儿园团体票为主

大妈们惊呆了

养老金免手续费政策被“卡”

一市民刷卡异地取养老金发现被扣手续费 银行称只认存折

178606元，这是成都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调

查核实出的成都动物园近年来多收的门票钱。

当然，这是个保守数字，因为执法人员在调查核

实中，只能计算出有登记手续的部分，“没有登

记的个人，无法核实数量和金额”。

成都动物园园长王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曾表示，动物园的客流量每年大约300万

人次，据2012年的统计显示，免票对象（残疾

人、老年人和身高1.3米以下的小朋友等）约占

35.1%。动物园的门票是20元，对学生也有一定

程度的优惠，只是针对团体而不是个人，其中对

大学生团体的票价为16元/人，中小学生团体票

为10元/人，幼儿园团体票8元/人。

而按照相关规定， 成都动物园属于实行政

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参观景点，门票要对四类

群体施行优惠政策：持有效证件60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的优惠；持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

免票；对6周岁及以下或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

实行免票， 对7周岁及以上—18周岁及以下青少

年、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

持《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免票，对盲人和重度肢

体、智力、精神残疾人，允许一名陪护人员免票。

成都市价格监督检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调查核实，从现有的登记手续看，多收的门

票钱主要以幼儿园团体票为主， 其他中小学生

也有部分团体票，“但无法查证应该享受优惠

而未享受优惠的个人”。

他表示，目前，该局已经督促成都动物园将

多收的门票钱退还游人， 无法退还的则会做没

收处理，“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具体的退款情况

对成都动物园进行相应处罚”。根据相关规定，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昨日，成都动物园相关人士表示，还未接到

成都市价格监督检查局的正式文件，“退钱是

肯定的，他们说咋办就咋办”。

一问定价

成都商报：

成都市哪些景点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

成都市发改委：

按照相关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

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实行政

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比如：武侯祠、青羊

宫、金沙博物馆等都属于此类。与此相对的是市场调节价景区，

比如成都欢乐谷以及花舞人间等商业游览点，则不属于此类。如

果您想了解成都某景点是否属于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

景点，请致电028-61885561咨询。

二问涨价

成都商报：

这些景区门票是否可以随意涨价？

成都市发改委：

按照相关规定，50元以下的（不含50元），一

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35%；50元（含50元）至100元的

（不含100元），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30%；100元（含

100元）至200元的（不含200元），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

价的25%；200元以上的（含200元），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

票价的15%。以上提价幅度以旺季票价为准。同一门票价格上调

频率不得低于3年。

成都商报：

这些景区门票会不会在黄金周前马上上调？

成都市发改委：

根据规定，旅游景区景点票价调整应当提前

半年向社会公布。 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游览参观

点不得在法定节假日期间及之前1个月内提高门票价格。

三问物价

成都商报：

景区内的矿泉水为什么比景区外贵？

成都市发改委：

景区内的矿泉水等商品并非政府定价，是市

场调节价，但必须明码标价，消费者在消费时最好货比三家，理

性消费。

昨日，成都市发改委联合市旅游局等行

业主管部门召开旅游行业价格提醒告诫会，

对成都市主要景区景点、旅行社、宾馆饭店、

客运站等旅游相关单位进行了价格提醒告

诫。市发改委表示，今年起将连续三年开展

旅游行业价格行为专项检查工作。

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是否执行政府定价或

政府指导价，优惠、减免措施是否落实？是否

存在强行销售联票， 强制代收保险费以及其

他乱加价，乱收费行为？旅行社，旅游景区，宾

馆酒店，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与旅游相关经

营者是否按规定进行明码标价？ 旅游行业经

营者提供服务是否存在擅自缩短旅游时间，

遗漏旅游景区，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

等变相涨价行为？ 销售商品是否存在虚假打

折，质价不符等价格欺诈行为？旅行社是否以

低于成本的报价招徕客人，是否存在以“零负

团费”，“特价”等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宣

传，招徕和组织接待游客？如果您在成都旅游

碰到了这些旅游问题， 请致电成都商报热线

8661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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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诉，成都市价格监督检查

局的执法人员将会对此进行监督检查。

省社保局：银行应卡折合一

四川省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内有大量领取社保的居

民是使用的邮政储蓄账户。 社保机构依据居民或者参保单位提

供的账户，每月按时存入养老金，而取钱、免手续费等流程中，执

行主体都是金融机构。在他看来，往账户按时存钱、提供账户信

息给金融机构后，社保部门就完成了相应的发放义务，而至于这

个账户上是存折还是银行卡，是否是先有存折再附加了银行卡，

只有金融机构可以验证。

“事实上，不管是银行卡还是存折，应该都是一个资金账户

嘛。”该负责人表示，现在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可能只了解存折

和银行卡，那以后可能还会有网上银行、支付宝等多种多样的支

付手段，那么养老金的提取是不是还是只认一个唯一的账号？他

认为这是一个对文件解读的问题， 但目前来看文件里至少明确

了柜台和ATM两种办理方式。随着政策落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显现出来，相关主管部门也许会再细化问题的解决办法。

工商银行：卡和折是一个资金账户

那么，从技术上来说，银行内部卡和存折是否是分离的？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了不存在上述问题的工商银行工作人员。

“虽然你看到的银行卡卡号和存折账号是不一样的数字，但

银行系统内它们是一个账户。” 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工作人

员这样给记者解释了存折账号和银行卡账号， 只要是卡折合一

的账户，在银行内部系统里面是被算作一个资金账户。如果不是

合一的账户，那么银行卡和存折完全独立，不可能通过银行卡取

钱，存折余额也随之减少。

她告诉记者， 在工商银行的系统中操作， 存折无法异地取

款。如果有异地取款需求的养老金账户，工商银行将给用户办理

一张免除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的银行卡， 用户就可以通过银

行卡异地取现，只要不超过额度，不会收取手续费。不管社保部

门给银行的是存折账号还是银行卡账号， 工商银行都能进行识

别，并将关联的存折和卡视作一个养老金账户。

景区内的矿泉水

为何比外面贵

大厅工作人员解释说，用银行卡取款就是有

手续费，但如果用存折取就免费了。

虽然新规刚刚执行了4天， 但工作人员对这

样的场景似乎并不陌生，她继续说，已经有好几

个客户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在她看来，唯一

的解决办法，就是老老实实排队，到柜台上用存

折取钱。

工作人员的胸牌写着“实习生”三个字，这

让刘家明对她说的话有些将信将疑。重新拿了一

个号，她打算在柜台上再用存折试一试。

轮到自己时，刘家明向柜台的工作人员讲述

了自己遇到的“奇遇”。没想到的是，柜台工作人

员专门叫来了其他的同事向她解释，而解释的话

和那个大厅的“实习生”一样：存折取钱可以免

手续费，但银行卡不行。

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根据社保部门

提供的养老金账户号码，银行进行了认定，并在

系统中进行了设置。 这些账户进行取现操作时，

如果符合额度等条件，就自动免除手续费。但由

于社保部门给的是存折账号，所以银行的系统就

只能“认”存折，对应的银行卡账号和存折账号

不一致，则没被认定为养老金账户。

这一次， 刘家明在柜台上用存折取了2000

元，果然，银行并没有收取任何手续费。

市发改委等部门召开旅游行业价格提醒告诫会

今起连续三年开展

旅游行业价格专项检查

银行:社保部门只给了存折账号

相关提醒

别把信用卡设置为养老金账户

政策

规定

商报提问

政策

规定

商报提问

连银行卡都不认

叫支付宝情何以堪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摄影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出尔反尔”的

ATM

机：提示免手续费

,

结果还是收了费

政府发布

7

月

30

日，成都动物园当日起凭学生证等

证件进园半价。之前，记者曾在动物园售票处

窗口看到 “学生购全票”“学生证无用” 等提

示，与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规定不符。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动物园做法

中小学生团体票为10

元/人，幼儿园团体票8元/人

一位市民的遭遇

她在提款机上取了

500元。 可取款成功后，屏

幕上弹出的消息让她摸不

着头脑了： 本笔交易手续

费2.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