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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改革走向“深水区”？
养 老 作 为 民 生 话 题 的 受 关 注 度 越 来 越

高。我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
快的国家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
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
产业发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印发
了《关于 2018 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启动了今年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工作。那么，调整后的养老金有多少？
何时发放到位？这些答案关系到每个家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在保障
老年居民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强化党在基层执政基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到 2017 年 12 月底，参保人数达到 51255 万人，其
中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 15598 万人，月人均养老金
125元，其中基础养老金 113元。

新农保、城居保自 2009 年和 2011 年分别启动试
点到制度全覆盖，再到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目前还不到 10 年，成绩来之不易。但是，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还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待遇确定
和正常调整机制尚未健全、缴费激励约束机制不强
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要求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今年 3 月 26 日，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人社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
见》的要求，人社部、财政部研究提出了 2018 年提高
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方案

建议，报请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印发了《通知》，启动
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正常
调整工作。

根据《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
月 88 元，即在原每人每月 70 元的基础上增加 18 元。
而在资金来源方面，《通知》中明确，提高标准所需资
金，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
区给予 50％的补助。

今年是国家基本养老金第 14 次连续调整，总体
水平控制在 2017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左右，主要考虑职工人均工资的增长、物价水平
以及基金的支撑能力等因素。

“多缴多得，多缴多补，有利于提高对参保人员
的保障度，未来获得更多的退休金。”中国社科院
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说。她还建
议，通过多元化投资确保“长钱”实现保值增值，从
而进一步激励参保人员提高缴费档次、延长缴费
年限。

最低标准增至每月88元1

“过去，压根儿没听说过农民还
能办养老保险，现在按月能领到养
老金，乡亲们都说政府送来一个‘亲
儿子’。”来凤县绿水乡沙子田村十
组村民刘戊英喜滋滋地说。 2009
年，来凤县作为湖北省首批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市），率先
在恩施州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随着国家一批惠农政策的实施，
广大农民在享受“种地不交税、上学
不付费、看病不太贵”等惠民政策的
基础上，又迎来了“养老不犯愁”的
好光景。

2009 年，国务院决定开展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
保”）试点，来凤县作为全国首批试
点 县 之 一 ，在 恩 施 州 率 先 启 动 。
2010 年，巴东县纳入国家第二批新
农保试点。2011 年 7 月，恩施州 8 县
市全面启动新农保，同时启动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湖北省
关于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的意见》要求，恩施州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制度规定：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
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本人户籍地参
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
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
老待遇的城乡居民，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55 元。

截至 2017年 12月，恩施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 187万人，个人累计缴费 1.6亿元，财政补助 6.98亿元，
领取养老金人数 52.1 万人，全年发放养老待遇 5.53 亿元，
对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了比较稳定的保障。

如今，社会保障制度已从城镇扩大到乡村，从国有企
业扩大到各类用人单位，从就业群体扩大到非就业、灵活
就业群体。“人人享有养老金”的时代悄然来到，“城”与

“农”的鸿沟一夜之间跨越。
4 月 27 日，人社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8

年第一季度人社工作进展情况。人社部透露，截至 3 月
底，北京、山西、上海等 12 个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
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 4750 亿元，其中
30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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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都能取 1000 多块利息，感觉像是多了一
份补充养老金。”年近古稀的上海市民殷家雄谈到自
己的“养老经”很是满意。

去年，殷家雄在兴业银行购买了 30 万元安愉分
期付息储蓄存款，存期 5 年，按月付息。“产品风险
低，收益率还比同类产品高 0.2%左右。”殷家雄说，之
前他的收入都存定期了，期限内整存整取。现在办
了这款储蓄，每个月计利息，利息还能接着存入账
户，“息生息”。

“除了收益要稳定，老年人还有一些特殊的附加
需求，比如需要更多精神关照，也有健康管理需求。
这些小事银行都想到了，我们心理上感觉挺受用
的。平时还有一些小福利，比如超市优惠、购书折扣
等增值服务。”殷家雄每年参加兴业银行组织的一
次体检，平时闲下来，就到小区附近的社区银行转
转，跟网点工作人员相处得像是亲朋好友。现在，他
还在银行买了六七款理财产品，个人资产的 70%—
80%都放在银行。

近几年，养老金融成了各家银行零售业务的热点，
不少商业银行开始将目光转向老年市场，探索推出多
样化的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比如，从 2012年起，兴业

银行开始推动养老金融的专业化经营，针对老年客户
推出“产品定制、健康管理、法律顾问、财产保障”四项
专属服务于一体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的
老年客户现已超过 1300万人。广发银行与中国人寿合
作，整合老年护理、老年医疗、老年消费和老年金融等
养老服务产业链，打造综合养老“生态圈”。

在成熟市场国家，养老金融保障体系比较健全。
“这些国家大多数人的养老金早就存好，并非我们所
想的‘不存钱，都消费光了’。”天弘基金养老金业务总
监朱海扬说，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建立“三支柱”养老金
保障体系，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强制或优惠政策鼓励
居民积极参与，为居民退休生活提供经济保障，政府
主导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单位和职工自愿建立的职业
养老金制度、个人养老金账户计划，三者之间相辅相
成、互为补充，成为“养老钱”的主要来源。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快，发展养老金融已
迫在眉睫。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就曾出台文件，
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养老金融业务。后续的金融产品
的政策指引或将陆续出台。比如，明确银行长期限
理财产品的准入和资产配置范围等，能引导商业银
行有序推进产品与制度创新。

养老金融市场出现萌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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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老龄化程
度的加深，养老已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今年，我国连续第 14 年提高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但受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
等多重因素影响，养老金涨幅继续下调。

养老金的上涨是经济发展与改革红
利的回馈，但是必须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以
及财政收入的日益改善为前提。有心人
会发现，从 2016 年开始，养老金的涨幅已
经连续 3 年下滑。这说明对政府而言，养
老金的支出压力正在日益增大。光靠政
府的政策保障难以维持养老惠民的持续
强化，因此，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可谓
迫在眉睫。

为了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政
府 及 社 会 各 方 都 在 努 力 地 寻 找 新 方 向 。
最新出台的《关于 2018 年提高全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
通知》将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88 元，其
背后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健全参保缴费激
励机制，引导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促
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除了引导居民个人转变观念，主动支
持社保体系发展之外，撬动市场化力量配
合养老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更让人们认识
到，养老并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需要与养老服务社
会化、市场化支持发展。当然，近年来商业保险、企业
年金等补充式养老日渐成熟，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也正呼之欲出，不断丰富着我国的养老
保障层次。未来，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也将获
得更大的支持。

现阶段，不管是何种形式的
改革与创新，养老服务作为一种
特殊的商品，都需要更好地发挥
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养老
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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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这被
外界看来是养老保险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
头”——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始破冰。那么，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为何需要中央调剂？中央调剂怎么调？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是从各省份的养
老保险基金中提出一部分形成资金池，由中央统一在
全国各省份之间调剂使用。

那么中央会收取多少比例进行统筹调剂？李克强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今
年我国将实施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制度，中央收取

3%统筹调剂，以后还会有所提高，以弥补有些省份养
老金可能会发生的不足。

在提出 3%的调剂金收取比例后，对于这一数字的
解读主要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存量征缴法，以
各省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的部分作为基
数，一次性按照 3%进行征缴 ;一种是增量征缴法，每年
从当期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当中上缴 3%。这仍
待进一步明确。

中央调剂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其未来走向必然是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即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全部放在中央来统筹，在中央层面大收大支，缴费由中

央政府来管理，支出兜底也由中央政府来管理。这在
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中已经有所体现。社会保险
法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具体
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中央调剂金收取比例以后还会逐步提高”的表态
也被业内看成一个重要的改革信号，即政府希望以调
剂金为“缓冲”，逐步将地方统筹的养老金全部纳入中
央层面，实现“大收大支”，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
统筹。

借由中央调剂制度，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将正式
起航。但在眼下，省级统筹也还有推进空间，因为目前
实现真正省级统筹的省份不多，大部分省份的养老金
还是分开在各个县市手中管理。当务之急是要统筹推
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同省同待遇同费率，清理规范养
老保险缴费政策，统一社保费征缴主体等配套改革，为
全国统筹创造条件。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始破冰4

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半月谈
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经济参考报、工人
日报、恩施晚报整理报道，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
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上接第 1 版）
推动建立全省港口和航运企业联盟 ,促进港航企业

间的协调与合作。组建集装箱、矿石、煤炭和液体散货
等各类专业化合资公司，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
用。

打造智慧港口——
推进信息技术与港口服务监管深度融合

《方案》要求，打造智慧港口。推进云计算、大数据、
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港口服务和监
管的深度融合，建设智能化无人码头，到 2022 年，新建
3—5 个自动化码头泊位，初步形成世界一流的智能化港
口网络体系。

发挥青岛港在信息集成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领先优
势，逐步向信息技术服务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现代
物流及电子商务信息平台运营商转变，建设世界一流的
物流强港。争取在青岛港、烟台港试点开展集装箱沿海
捎带业务。加快烟台港、日照港信息数据联网和标准化
建设，推进港口内部信息横向互联互通，构建集成化、一
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推动渤海湾港加快建设“货运一单制、信息一网通”
的港口物流运作体系。

建设绿色港口——
2022年主要港口通岸电

习总书记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方案》要求，建设绿色港口。发挥青岛港、日照

港国家级“绿色港口”的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高起点建
设资源节约、环境优良、生态健康的新型港口。

推进靠港船舶岸基（港基）供电工程，到 2022 年，主
要港口全部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实施大型港口设施“油改电”工程，
加快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有效
减少港口周围污染物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打造世
界一流的“绿色港口群”。

完善集疏运体系——
推动成立多式联运发展企业联盟

《方案》强调，完善集疏运体系。健全完善现代化港
口设施，重点建设原油、LNG、集装箱、客（滚）等大型化、
专业化泊位，完善深水航道、防波堤、锚地等港口公用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疏港公路、铁路、管道，强化港口与铁
路、公路、内河水运等枢纽的有机连接，实现主要集装
箱、大宗干散货港区与物流网络的直接连通。

完善海公、海铁等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成立全省多式
联运发展企业联盟。推进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输等
示范工程。支持建设青岛“一带一路”跨境集装箱海公
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支持济南建设内陆港，推进小清
河复航，开展济南至青岛铁路双层货运集装箱运输试
点，强化济南陆海转运枢纽功能。

到 2022年，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达到 85%以上，集装
箱多式联运量年均增长 10%以上。

做强航运服务——
加快发展中高端航运服务业

《方案》提出，做强航运服务。建设青岛国际航运服
务中心，加快发展航运金融、船舶和航运经纪、海事仲
裁、船舶租赁、船舶交易、电商服务等中高端航运服务
业。

强化日照、烟台航运服务区和青岛第四代航运产业
垂直立体园区建设，增强“一带一路”青岛航运指数的
权威性，建设航运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培育国际化
的大型海运企业和码头运营商，打造世界一流航运品
牌。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
打造一流海工产业集群

根据《方案》，山东将面向深海大洋资源开发，主攻
核心设备国产化，重点突破第七代超深水钻井平台、深
海空间站、极地冰区平台、天然气水合物开发装备、核
电装备、智能化深远海养殖装备等海洋工程平台的研
发建造，发展深海智能输气输油管道、深海油气勘探、
水下采油系统、超大型海上油田设施一体化拆解等海
洋油气装备。

创建山东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创新中心，支持青
岛建设综合性海洋装备制造基地，打造青岛西海岸海西

湾国际一流海洋石油工程产品制造基地，支持烟台建设
中国海工装备名城，威海建设海洋装备制造基地，潍坊、
济南建设海洋动力装备制造基地 ,日照建设先进钢铁制
造产业基地、海洋渔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东营、滨州建
设石油装备产业基地，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高端装备产
业集群。

船舶制造——
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

《方案》指出，引导船舶制造企业积极稳妥化解过剩
产能、淘汰低端无效产能，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强强联
合，提高骨干企业核心竞争力。

山东将接轨国际造船标准，提高船舶设计制造智能
化、绿色化、集成化水平，重点发展超大型油船和散货
船、高端客滚船、高端远洋渔船、邮轮游艇、游钓型游艇、
河海联运船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建设青岛、烟台、
威海国家高端船舶制造基地和青岛、威海、日照游艇产
业基地。推进船用低速机、压载水处理系统、柴油机废
气处理系统、20 兆瓦和 40 兆瓦级电力推进系统、水下机
器人等自主研制，建设潍坊、青岛、济南、淄博等船舶动
力装备产业基地。加强船用仪器仪表、甲板机械、舱室
设备、通导设备等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提高船用设备
自主化水平。

根据《方案》，山东省每年将筹集不少于 55亿元财政资
金，重点围绕实施“十大行动”，全力支持海洋强省建设。
到 2022年，山东将实现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以上，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3%左右。力争到 2035年，基本
建成海洋强省。

山东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