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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

从今天起，都市热报正式开辟问政栏目。在生活中
遇到住房公积金、税务、社保、交通等领域的问题，或是对
相关政策有疑问，请第一时间联系热报。热报记者将联
络有关部门为你答疑解惑。

热线电话：023-63900090

邮箱：
dsrbcfb@163.com

马上到法定退休年龄了
我可以直接办退休吗？
秦女士（50 岁 机关单位员工 家住大石坝）：
到了明年 3 月份，我就满 50 岁了，但是到了退休年龄，就
可以直接办退休吗？办理退休都有哪些手续？我一直很想
去问后勤办公室，
但又怕同事、领导议论我成天就想着退休。
市人社局：
按规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含实际缴费
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 15 年及以上，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的，即可申办退休。此外，还要注意的是，以个人身份参保人
员，男性，应年满 60 周岁；女性，1996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应年满 50 周岁，199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且无视同缴费年限的，
应年满 55 周岁。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时间和年龄两条
都满足了，在达到退休年龄当月就可以申报退休。但在申报
退休前，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应完清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对于办理退休的手续，随用人单位参保的，由单位统一
办理；以个人身份参保的，需本人亲自前往参保地区县社保
局服务大厅办理。
办理退休需要的资料：
↓↓↓
1.《重庆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申报
表》；2.《职工档案》；3.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4.享受特
殊待遇的，还需按照有关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5.个人身
份参保人员还需要提供户口簿。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王薇

#出行交通#

重庆直达香港高铁今日开行
昨日，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重庆直达香港的首趟高
铁今日正式开行。据悉，返程车票紧俏，一周内车票基本已
售罄。
这趟重庆直达香港的 G319 次列车经由渝贵快速铁路、贵
广客专和广深港高铁运行，
沿途经停遵义、贵阳东、桂林西、肇
庆东、广州南和深圳北站，重庆西站的发车时间为 8：20，终至
香港西九龙站的时间为 15：
57，
车程为 7 小时 37 分钟，
二等座

票价为660 元，
一等座票价1056 元，
商务座1979 元。
昨日下午，记者查询 12306 网站看到，首趟列车的车票
已全部售罄，7 月 12 日还有少量余票。但返程的车票非常紧
俏，本周内的车票都已经基本售罄，只剩少量商务座。
随后，记者查询机票发现，11 日重庆直飞香港的机票最
便宜的 1468 元，
和高铁二等座相比，票价高出 2 倍多。
记者 黎静

#铁路规划#

成渝中线高铁计划明年开建
7 月 10 日，深化川渝合作专项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
行，川渝两地州市（区县）、部门共同签署了 15 个专项合作协
议。其中，由成渝轴线地区 12 个区县（四川、重庆各 6 个）签
署的《成渝轴线区（市）县协同发展联盟 2019 年重点工作方
案》中，
“川渝两地共同规划研究成渝中线高铁”成为成渝两
地共同专注的焦点。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成渝中线高铁是连接重庆、成
都两大城市的一条新高铁线路，计划从重庆出发，经重庆的
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进入四川的安岳县、乐至县、简阳
市，再连接成都，并将争取国家将成渝中线高铁纳入国家新

时代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全线的站点站台设置等更详细信
息尚未披露。
早在 2017 年，重庆发布的《重庆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16―2030 年）》中，便将成渝中线高铁纳入了重要规划高
速铁路。
2018 年 5 月，成渝中线高铁项目的方案研究经铁路总公
司鉴定中心审议通过，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简称：可研报
告）招标已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开标，
由中铁二院进行编制。
按照《重庆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 年）》，成渝中
线高铁计划 2020 年开工建设。
记者 张瀚祥

#家有闲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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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沪深两市双双高开，开盘后震荡走低并顺势翻绿，
而板块分化之下，指数表现相对弱势。午后，大盘震荡走低
后盘中迎来跳水，虽然力度不大，但市场弱势尽显，全天高开
低走继续维持缩量表现。

【今日策略】
经历昨日的走势之后，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正如
很多投资者所言的，
它就是个继续下跌的信号。
从盘面看，包括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多板块还是有利好
的，尤其是证券以及保险都有中报业绩向好的预期，而它们
一度高开其实也是受到这种利好的提振，但是高开后的低
走就很伤士气；此外，诸如华为的利好消息提振下，芯片、
5G 等概念股一度表现，但随后的走低也说明市场的人气不
足。
我们很早提示的 60 分钟分时 MACD 的背驰，现在处于
持续态势，也就是说指数整理还将继续。而成交量上，前日
到昨日持续萎缩，
市场做多意愿依旧低迷。

此外，近期消息面有关政策收紧的预期开始显现，尤其
是房地产信托暂停之后，银行信贷资金又开始收紧的趋势，
这也表明此前一度放宽的政策面有紧缩的趋势，这种预期的
下降对市场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也是造成资金观望的原因
之一。当然，至于科创板集中打新的情绪影响，其实一直都
是存在的。
所以当下位置，市场相对弱势下观望情绪是比价浓厚
的，指数仍有反复下还需继续观望。不过，经历连续的调整
年之后，指数短期下跌无力，反抽的需求就会开始增多，或有
小反弹，但轻易不建议随意介入，耐心等待指数出现明显的
信号后再做定夺。

【操作关注】
操作上，中线继续选择优质标的进行布局，而短线可继
续进行个股博弈，同时做好逢低再次加仓以及建仓的准备。
具体标的上，经营良好，业绩优良的蓝筹股以及成长性龙头
可优先关注。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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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入伏“烧烤模式”开启】 “头伏饺子二伏面，
三伏烙饼摊鸡蛋”，7 月 12 日将迎来今年三伏中初伏的
第一天，意味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将逐渐成为天气主
角，
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启
“蒸煮模式”或
“烧烤模式”。
三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都是 10
天，中伏天数不固定，有时 10 天、有时 20 天，这由夏至
与立秋之间出现 4 个庚日还是 5 个庚日来决定，4 个庚
日就是 10 天，5 个庚日则是 20 天。
“今年三伏共计 40 天，7 月 12 日交初伏，7 月 22 日
交中伏，8 月 11 日交末伏，8 月 21 日出伏。”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
针对入伏后即将出现的桑拿天气，赵之珩提醒公
众，要注意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中暑，如减少不必要的外
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及时补水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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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 45-74 岁市民可以到社区免费筛查癌症
了】 昨日，记者从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获悉，20192020 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已经启动。我市主城
九区城市户籍常住人口，且未参加过该项目的居民可前
往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渝北区、北碚区、巴南区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筛查。
相关负责人介绍，所有指定的筛查项目完全免费。
主要筛查方法如下：↓↓↓
肺癌：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
乳腺癌：乳腺超声检查+乳腺钼靶检查
大肠癌：肠镜，指示性活检病理检查
食管癌和胃癌：胃镜，
指示性活检病理检查
肝癌：甲胎蛋白（AFP）+腹部超声
记者 石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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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创”7 月高端论坛昨日举行】 10 日下午，由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重庆创”7 月高端论坛在重
庆创意公园举行。本次论坛围绕“城市更新？文创赋
能”为主题，邀约到成渝两地 4 位业内大咖共聚一堂，解
读旧城改造经典案例，探讨城市形象提升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运营模式，助力重庆城市发展。
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徐千里作为本次沙龙的主
讲嘉宾就
“城市更新”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此外，
四川巴
山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守杨针对城市旧城改
造中建筑材料的演变和发展也进行了主题演讲。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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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娃闯警营 MINI 战训营启动】 7 月 10 日，
“校
园直通车——平安课堂”之萌娃闯警营第五季 MINI 战
训营正式启动，7-10 岁适龄儿童均可报名。
本次参与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或家长只需要
关注九龙公安或重庆警方发布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
号菜单
“警民互动”板块中找到
“平安课堂”后，上传一张
孩子参与平安建设、志愿服务等类型的正能量照片，在
7 月 10 日 11 点至 15 日 15 点收集点赞，点赞最多的前
20 名小朋友将免费获得进入警营开展“平安课堂”的机
会。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宋玲萍

高开低走挫伤人气

券商保险何时可重新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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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携带贵金属小心违规】近年来，金银等贵金
属产品已成为众多境外游旅客的心头所好，甚至是馈赠
亲友的礼品
“新宠”
，但部分游客因不了解当地携带贵金
属制品出入境限制的有关规定，
为原本惬意的旅程带来
了不必要的麻烦。对此，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
醒游客注意：↓↓↓
①中国贵金属携带限制由于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
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因此有自己的规定。
●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
外国侨民和无国籍人出境定
居，
每人携带金银的限额为：
黄金饰品1市两（31.25克），
白
银饰品10市两（312.50克），
银质器皿20市两（625克）。
②除了我国贵金属产品在进出境时有所限制，其他
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加拿大都有明确条文规定。
●伊朗：出境者所能携带贵金属（无镶嵌宝石）出境
的重量限制为 150 克（金）和 3000 克（银）；
●加拿大：携带总价值超过 10000 加元金额的贵金
属产品，则需要申报。
记者 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