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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起我省车险投保人

缴费须实名认证
日前，记者从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获悉，我省将自 6 月 1 日起
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车险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此举将规范保险销
售行为，
维护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车险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是指购买车险时，保险公司将核
对客户缴费账户信息的真实性，确保缴费账户信息与投保人身份
信息一致。凡在云南省投保车险的个人或企事业单位，缴纳保费
时均需要实名认证，车险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是针对除摩托车、
拖拉机外的车险业务。
车险缴费实行实名制，将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
有利于进一步整治车险市场乱象。同时，
加强金融机构客
户信息真实性管理，有利于核实承保和理赔过程中客户信息的一
致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打击洗钱、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目前青海、河南、江苏、深圳等地已经实施车险投保
人缴费实名认证，其他省区市也在陆续实施中。
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提醒，实行实名制后，消费者在缴纳车
险时，不能使用没有经过实名认证的支付方式。采取现金方式缴
纳保费的，需要前往保险公司固定经营场所内办理投保。企事业
单位为单位车辆投保时，应使用企业账户转账或银行票据方式缴
纳保费。消费者购买车险产品的价格与支付方式无关，不会因为
实施实名认证而增加。
此外，当投保人与车主一致时，不限制交强险、商业险的投保
车辆数量；当投保人与车主不一致时，最多只允许投保交强险、商
业险各 2 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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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手机号码校验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自然人的，必须通过全国车险信息
平台主动验证投保人名下手机号码，校验手机号的合理
性和重复性。同一个手机号码对应不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个数总和不能超过 2 人，
超过 2 人将无法获得验证码。

2

投保短信验证

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自然人，且被保险车辆为家庭自
用车（车辆种类为六座以下客车或六座至十座客车、使
用性质为非营业，车主性质为个人的车辆），需通过全国车险
信息平台主动进行短信验证。短信验证码推至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预留手机上。

3 缴费账户信息实名校验

投保人为自然人，可以使用本人实名账户的银行卡、支
付宝、微信或现金支付的方式缴纳保费。缴费前应签署
“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客户授权书”，向保险公司进行缴费账
户校验的授权。当付费账户与投保人校验一致后，缴费成
功，
方可打印保单。
本报记者 钟国华

两部门发布车辆购置税新政

7 月 1 日起购车成本将降低
财 政 部、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日 前 发 布 公
告，明确关于车辆购置税有关具体政策。
公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公告，纳税人购买
自用应税车辆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
款，依据纳税人购买应税车辆时相关凭证
载明的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纳
税人进口自用应税车辆，是指纳税人直接
从境外进口或者委托代理进口自用的应税

车辆，
不包括在境内购买的进口车辆。
公告并称，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车辆
的计税价格，按照同类应税车辆（即车辆
配置序列号相同的车辆）的销售价格确
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没有同类应税车
辆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公告明确，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装载机、平地机、挖掘机、推土机
等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起重机（吊车）、

叉车、电动摩托车，
不属于应税车辆。
此次，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车
辆购置税有关具体政策的公告规范了购
置税的计税价格的制定标准，明确了消
费者买车时的计税价格，依据购车的实
际价格为准，这样的话使过去计税价格
偏高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有利于保护
消费者的权益，促进消费者购车成本的进
一步降低。
据新华社 证券时报

教育部要求各地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

高考加分资格要严格审核
记者 24 日从教育部获悉，近一段时间
以来，
个别地方和学校不同程度出现了一些
招生违规行为，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教育部
近日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各校严格规范
大中小学招生秩序，
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
通知要求，各地要科学划定服务片区
范围，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
覆盖。要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

属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
同步招生，不得提前招生，不得通过考试
或变相考试选拔生源，不得以任何形式干
扰破坏招生秩序，坚决防止对生源地招生
秩序造成冲击。
通知强调，所有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
按照规定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
源、
“掐尖”招生、跨审批区域招生、超计划

招生和提前招生。加强高中学生学籍管
理，
严禁
“人籍分离”
。
通知明确，各地各校要进一步加强统
一高考招生录取管理。加强高考报名资
格审核，加大对“高考移民”的综合治理，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获取高考报名资格行
为。严格高考加分资格审核，严格执行加
分政策使用范围。
据新华社

省城投党委书记许雷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昨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发布
信息，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许雷，男，1966 年 10 月生，湖南岳
阳人，中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云南省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副书记，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6 年 12 月至今，
任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昆医附一院
副院长李雪松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楚雄州纪委监委消息，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
雪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雪松，男，傈僳族，1974 年 12 月 4
日生，
怒江泸水人，
2004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1 年 9 月至 1995 年 7 月，就
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1995 年 8 月，
在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先后任药
剂科副主任、主任，科技教育部主任；
2018 年 10 月，任党委委员、副院长。
据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大蒜价格上涨？
昆明市场平稳
近日，央视报道，由于今年大蒜供应
减 量 ，北京地区大蒜的价格同比上涨
104%。那么，昆明的大蒜价格如何呢？
记者昨日走访发现，昆明近段时间以来
大蒜价格都比较平稳，几乎没有波动。
记者在家乐福超市蔬菜区看到，瓣
蒜 11.8 元/公斤，独蒜 19.8 元/公斤。在
篆新农贸市场，大理弥渡的紫皮大蒜价
格 25 元/公斤。
销售人员陈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大
蒜价格跟往年同期价格相比差不多。不
过，等菌子大量上市后，大蒜价格会略微
上涨。
实习记者 李赛

稀有的 60 年代茅台现身金钱葵
俗话说“酒是越陈越香”，相信这瓶 60 年代的茅台历
经近 60 年光阴，早已凝结出如同黄金般珍贵的佳酿。
据杨总说，
出售这酒的也是一位爱酒的老人，
因为是友
人相赠未舍得开封品尝，
一直仔细地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
方，
连外面包裹的棉纸都没有撕开过。不过现在家里孩子
念书急需一笔钱，
为了孙子的前途，
老人家想到了这瓶酒。
当然，
金钱葵给出的价格让老人心痛的感觉减少了许多。
杨总说，藏有名酒的朋友如果没有良好的贮存条件，
或者已经收藏了很多年，建议找正规公司变现，如果保存
不善造成损失就非常可惜了。

品相保存良好

金钱葵杨总经理

近日，位于滇池路蓝山数码的金钱葵酒业杨辉总经
理非常高兴，因为有位市民到金钱葵出售了一瓶 60 年代
的老茅台，且不说卖家得了个令人羡慕价格，对于爱酒懂
酒的杨总经理而言，这更是一件大喜事。要知道，上世纪
60 年代的茅台酒可是非同一般。
据杨总介绍，
有人统计过，
上世纪 60 年代因为三年自
然灾害等原因，
是建国后各个年代中茅台酒产量最小的一
个时期，
存世的就更少。而且 60 年代，
也是茅台酒外形变
化最大最复杂的时期，瓶身、瓶盖、商标不断变化，看得人
眼花缭乱，
也是在那个时候，
确立了茅台经典的瓶身造型。

广告

本公司长期高价回收 1953 年到 2019 年的各种名酒、
冬虫夏草，
提供免费上门收购、
鉴定服务，
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
五粮液、
国窖 1573 等各种名酒，
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昆明总店：
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 3 幢 9 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 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 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昆明一分店：
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 乘坐 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 路到金牛小区站昆明二分店：
福景路 412 号
特别提醒：
我公司仅在蓝天数码、
德宏酒店、
福景路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
敬请消费者区分
电话：
13888877663、13888311919、13518738699 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