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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实行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游钧昨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实行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缴费
负担，也不会影响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

游钧介绍，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是在不增加
社会整体负担和不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基础上，通
过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
进行适度调剂，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可持续，实现财政
负担可控，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中央调剂基
金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构成，按照各省份
职工平均工资的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
的基数，上解比例从3％起步，逐步提高。中央调剂基金
实行以收定支，当年筹集的资金全部拨付地方。中央调
剂基金纳入中央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各地在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之前累计结余基金原则上留存地方，用于本省
（区、市）范围内养老保险基金余缺调剂。

游钧介绍，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后，现行中央
财政补助政策和补助方式不变，中央政府在下达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和拨付中央调剂基金后，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由
地方政府承担。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和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 据新华社

重庆晚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琅 通讯员 冯龙 南岸区建委供
图）记者昨日从南岸区建委获悉，为解
决该区交通拥堵而推进的重点工程江
南立交改造项目，有了最新的优化改
造方案，该方案将实施5大改善措施。

据了解，这5大改善措施一是新增
下穿内环快速路的隧道，解决四公里
换乘枢纽的长途汽车进出内环问题；
二是新增内环至海峡路辅道，将内环
快速路进入烟雨路的交通进行隔离分
流，避免与海峡路的交通相互干扰；三
是新增学府大道进入内环快速路的辅
道，避免与海峡路的车辆交织；四是新
增一条内环快速路连接杨家山地块的
规划道路，分流杨家山片区的交通，不
再进入江南立交转换；五是在内环快
速路上新增一条调头匝道，解决城中
村及杨家山地块的出行，同时分流江

南立交进入烟雨路的交通。
南岸区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江

南立交改造工程除了实施优化方案
中的5大措施外，还会在杨家山、城中
村等地新建停车港，同时利用轨道3

号线和规划轨道环线轨道站的人行
通道，对现状人行设施进行局部改
造，使该区域的行人能够在轨道站、
换乘枢纽、城市道路人行系统三者之
间无缝对接。

江南立交优化改造方案出炉

◀江南立交
改造项目施
工现场

今日23点，万众瞩目的2018
俄罗斯世界杯将在莫斯科打响开
幕战。6月15日至6月18日，苏
宁易购将在重庆等九个城市举办
大咖派对活动，而在重庆场，苏宁
还融入了重庆的网红特色、麻辣
特色，打造成具有本土文化的球
迷嘉年华。

6月15日-17日期间，苏宁
将在解放碑步行街打造出具有重
庆网红特色、麻辣特色为主打元
素的“大咖派对”：邀请“足球解说
大会”明星学员秦晋、谭逸雄两名
解说大咖，以及华为、三星、重庆
有线、网红火锅店品牌珮姐老火
锅等品牌大咖，营造出足球+火锅
为主体元素的世界杯氛围。在现
场，消费者不仅可以一边吃珮姐
老火锅、零食饮料、一边看球，还
可参与#重庆解放碑#抖音话题挑
战，领取火锅底料、纪念T恤等诸

多好礼。此外，还有苏宁小店无
人货架等诸多科技市场元素等待
消费者体验。

事实上，苏宁从很早就开始
布局体育产业。2014年，苏宁收
购PPTV进军互联网视频领域，
开始国内第一足球平台建设。
2016年，苏宁体育夺得英超2019
年至 2022 年三个赛季的版权。
2017年，苏宁体育获得2017年至
2018年中超的新媒体转播权。

目前PP体育拥有欧洲五大

联赛、欧冠、中超、亚冠等丰富的
赛事版权资源及相关自制节目，
通过移动端、PC端、OTT端多平
台的互动，为用户提供极致的体
育内容和体验。苏宁数据显示，
2017年，PP体育直播超过5000
场次的体育赛事，位居行业第一。

在收购江苏舜天和国际米兰
足球俱乐部后，苏宁囊获了众多
球迷，足球产业已成为苏宁触达
消费者的“新名片”。

重庆晚报记者 帅婷婷

6月 14日至7月 15日，由
FM93.8 重庆都市广播联合举
办的融汇 FM938 之夜重庆巴
滨龙虾啤酒音乐节将燃爆重
庆。

10吨龙虾空降、10种小龙
虾吃法挑战味蕾，40余家网红
美食商家云集。大到爆屏的
8M巨幕同步世界杯，现场体验

小龙虾剥壳赛，喝啤酒大赛。等
你 来 战 价 值 500 元“ 融 汇
FM93.8 龙虾啤酒节”大礼包。
在指定打卡点（DJ区、酷炫银河
星空区、网红美食区、彩绘区）进
行视频拍摄上传，每日获得点赞
数最多的抖友即可获得：酷我蓝
牙耳机、索尼爱国者耳机、小米
充电宝等惊喜奖品哟！

巴滨龙虾啤酒音乐节将燃爆重庆

6月11日，百威亚太北区总
裁吉祥先生与百威中国总裁福瑞
德先生在重庆共同见证米凯罗啤
酒的隆重上市。深受全球消费者
追捧的米凯罗啤酒每瓶（460ml）
仅含约100卡路里（310ml纤体
罐仅含有69卡路里），是啤酒中
最能兼顾口味与品质的选择，让
重庆消费者在尽情享用啤酒的同
时，又不用担心身体的负担。

米凯罗啤酒选用加拿大优
质大麦，同时加入大力酒神花、
百年活力酵母与60米深地下清
泉，在保证口感拥有香草清香的
同时、不失大麦的醇厚回甘。加
上每瓶（460ml）仅包含约 100
卡路里的独特优势，呈现了品牌
倡导的“健康平衡生活方式”，这
让米凯罗啤酒成为最受美国中
产阶级关注的品牌之一。

今年夏天的重庆，来了一家
宜宾把把烧，据说凌晨2点都还
有人在排队。位于北滨路星悦
荟的“李不管把把烧”一把十串
二十串的，一把按上架，猛火快
烤，明亮的炭火烧出最原始的脂
香，也将酱汁的滋味逼进肉里，
待肉串烤至九分熟时，喷香料
粉、撒辣椒碎，外焦里嫩。烤好

后端上定制肉盘，底下小火保
温，保证温度和口感。

整个店多处运用了竹子的元
素，给夏天带来视觉上的凉爽，随
处可见的各种言子儿，透露着浓
郁的生活气息。主推菜品有:高
山黄牛肉、牛半状肉、猪鼻筋、包
浆豆腐、狂暴肠头、铁板蛏子等。

重庆晚报记者 刘晓熹

百威旗下米凯罗啤酒重庆发布

网红把把烧“李不管”重庆也火

6月 7日至18日，亚马逊联
合众多一线国际大牌开启 618
年中狂欢购活动。“超级镇店之
宝”、限时直降、满减优惠等一系
列超值钜惠轮番登场，低至售价
5折。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亚马逊
海外购全新上线了轻奢馆、家居
馆、游戏电玩馆三大主题馆，并在
移动端针对亚马逊海外购美国、
英国、日本、德国四大商店重新改
版升级，帮助消费者更便捷地挑

选热卖爆款和网红好物。
同时，亚马逊针对Prime会

员推出一系列专享优惠，并携手
建设银行推出“新用户办卡送一
年Prime会员”的超值活动。

重庆晚报记者 杨莲

亚马逊启动“618年中狂欢购”

火锅、足球、高清齐聚

苏宁618大兴球迷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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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15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6月13日

基本号码

02 28 20 06 15 26 09

特别号码

17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68期

5874936454.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6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8 12 16 26 33+05 06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0注
72注
32注
576注
270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0元
105371元
63222元
5063元
3037元

应派奖金合计
20000000元

0元
7586712元
2023104元
2916288元
81999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15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0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15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0 9 9 6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6月13日

中奖号码：

四条大街重庆内容占了最主要内容，包
括“重庆6·18电商日”、品质渝货上京东、重
庆城市形象宣传广告、重庆网购消费大数据
等，体现了京东助力渝货出山的决心。

据悉，今年重庆6·18电商日由重庆市
商务委、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京东共同举
办，由于加入了更多科技、智能和数字的
元素，也给消费者带来一场无界零售的新
体验。

“京东智慧眼”等黑科技
6·18前抢先体验

“今年618是京东的第15个生日，618
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着京东成长的符号。
从今年开始，我们正式把618打造成为一

次零售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的展现、一场创
新零售科技的集中展示以及无界零售的深
度实践。”在5月 29日在 JD CUBE大会
上，京东集团CMO徐雷表示。

“滴——”在京东JOY SPACE无界零
售快闪店入口，只要刷一下脸，“京东慧眼”
便能对人脸进行识别和分析，对年龄、性
别、表情、进店次数等，进行用户画像的初
步判定，同时整合店内、店外的人流量，生
成用户群体大数据，这些都可以用于支持
后续店内智能选品和备货管理决策。然而
这并不是全部，只要站定在店内的“智能广
告牌”一秒钟，它就能根据识别出的人物信
息，给用户贴上“剁手党”、“明星脸”、“手机
控”等趣味标签并推荐个性化的产品，扫一
扫二维码即可完成购买。

当然，早已火爆网络的“刷脸支付”也
是必不可少的黑科技，用户只需通过“京东
无人超市”小程序录入头像并绑定支付方

式，选购好商品后便可不拿手机不掏现金，
而是刷脸完成支付。

据介绍，京东“JOY SPACE”无界零
售快闪店使用了京东X无人超市的最新技
术和解决方案。“无人超市”技术是一个利
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多项黑科
技打造而成的全程自助无人购物场景，超
市内每件商品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芯
片，进入结算环节时，顾客只需穿过结算通
道，就能自动“刷脸”完成订单结算，享受

“无感知”的购物体验，而全套技术均由京
东X事业部自行研发。

除了黑科技外，快闪店还汇聚了知名国
际品牌乐高、戴尔、索尼，以及重庆本地老字
号“鸭子”和“毛哥”等品牌展示及优惠。

巨型地贴展示渝货出山成绩

“哇，解放碑好漂亮！”昨天中午开始，
重庆人的朋友圈都被各种照片刷屏了。而

照片里拍的，正是解放碑地贴。据悉，该地
贴为市商务委、渝中区、京东集团共同打
造，地贴中，重庆内容占了最主要地盘，包
括“重庆6·18电商日”、品质渝货上京东、
重庆城市形象宣传广告、重庆网购消费大
数据等，体现了京东助力重庆产品走向全
国、紧密合作的决心。

其中在快闪店主题大街上，重庆市民
可扫描地贴上的二维码，在重庆6·18电商
日之际，大胆秀出对重庆这座城市的热爱。

重庆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重庆已成为全国热门的打卡城市，这
次选择在解放碑，就是要借网络营销更好
地推荐重庆。京东西南区市场营销相关负
责人对现场的黑科技进行了重点推介，“人
脸识别、京东慧眼、无人超市，这些未来无
界零售的黑科技，这次都对重庆市民全面
开放体验。”

重庆晚报记者 万里 唐中明 钱波

大晒渝货出山、黑科技

解放碑地贴助力重庆618电商节
昨天（6月13日），在重

庆解放碑商圈出现了巨型红
色地贴，各种重庆消费、渝货

出山大数据吸引眼球，还有无人超市快
闪店、人工智能、3D视觉店铺……这
一波波黑科技刷新了重庆人的购物新
体验。原来，这是京东给遇见重庆6·
18电商日带来的一场科技感十足的互
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