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财富汇

2017年 12月 11日 星期一 农历十月廿四 责编：陈日峰 美编：桂媛 校对：王莹 排版：桂媛

人社部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 2
0
1
6
》，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赤字超 2
0
0亿元

13个地区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1年
近日，人社部社保事业管理中心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年度
发展报告 2016
》。
记者从获得的报告全文中获悉，2016年，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基金收支总规模达到 66912亿元，比上年增加 11758亿元，
增长 21.
3%。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35058亿元，比上
年增长 5717亿元，增长 19.
5%；基金总支出 31854亿元，比上
年增长 6041亿元，增长 23.
4%。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
从各地情况看，有 13个统计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的可支付月数已不足 1年，而黑龙江省的累计结余已为负数，
赤字 232亿元。

黑龙江养老保险亏空超 200亿
报告详细公布了 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按照累计结余和每月支付情况的
统计分析，
对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支付月数进行了排名。
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可支付 55.
7个月。广西、江西、
海南、内蒙古、湖北、陕西、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青海、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等 13个地区可支付月数已不足 1年。
养老金累计结余最多的也是广东省，该省结余 7258亿元；
其次为北京市，结余 352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省城镇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已为
“-232亿元”。

焦点

1、如何解养老金
“穿底”之困？
人社部准备明年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针对养老金的压力，相关部门今年以来
不断出台措施，一方面是启动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的投资运营，一方面又于近日出台了国
资划转社保的相关政策。
今年 11月，人社部发言人卢爱红介绍，
北京、安徽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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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
亿元，其中 1800亿元资金已到账并开始投
资。
“实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可以实现
基金保值增值。如此一来，基金的‘收入’渠
道拓宽了，更能确保养老金发放，最终受益的
是广大参保者。”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也是在今年 11月，国务院公
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

案》，明确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
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划转比例统一
为企业国有股权的 10%，股权分红及运作收
益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缺口。记者获悉，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国务
院国资委监管的数家中央管理企业和中央金
融机构中试点，
将于明年全面推开。
除了上述政策外，记者还从人社部获悉，
人社部正在加快研究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工作，准备明年迈出第一步，先实行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人社部发言人卢爱
红介绍，该制度可均衡地区之间由于人口结
构特别是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抚养比差异过大
带来的养老保险负担，调剂余缺，进一步在全
国范围发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作用。

2、养老金明年还会涨吗？

9地区养老保险抚养比小于 2
从年度社保基金数据上看，自 2012年到 2016年，我国五
项社保基金已连续五年支出增幅超过了收入的增幅。
支出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报告显示，
全国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即参保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人数的比值）已由2011年的3.
16下降到了2016年的2.
8
。
包括湖北、甘肃、四川、重庆、辽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吉林、黑龙江在内的 9个统计地区抚养比已降至 2以下，
黑龙江的抚养比最低，
为 1.
3。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介绍，截至 2016年底，我国
60岁以上人口已达 2.
3亿人，占总人口的 16.
7%，65岁以上人
口达 1.
5亿人，占 10.
8%。据预测，养老保险抚养比将由目前的
2.
8下降到 2050年的 4
∶3。也就是说，到 2050年，平均 1.
3个
参保人就要供养一个老人。

明年养老金仍将上调，
涨幅要兼顾各方承受能力
去年养老金涨幅为 6.
5%，打破“11年连
涨 10%”的趋势。而今年养老金涨幅再次下
调至 5.
5%。据报告显示，我国企业退休人员
2016年月人均养老金为 2362元，较上年增加
122元，实际增长 5.
4%。在养老保险基金支
付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养老金涨幅一路
走低会不会成常态？
据人社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明确，
“十三五”时期，逐步建立覆盖全体参保
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适

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标准。明年养老金仍将上调。
对于养老金涨幅的确定，人社部相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调整养老金的涨幅是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兼顾各方的承受能力，合
理确定的。
“ 养老金调整幅度的确定，需要考
虑保障基本生活、分享发展成果、基金可负担
三项原则。通常而言养老金上调幅度不低于
物价上涨、不高于在岗职工工资增长幅度，都
属于合理区间。
”这位负责人表示。
据《新京报》报道

精短
近日，和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
辖区一家企业报案称，
原办公室副主任利
用职务便利，挪用公司 4
3万元至今未
还。接案后，经侦大队立即组织警力调
查，
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张小军
和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将学习十九大

精神与公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
第一时间将各项要求部
署传达到每个民警，
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为圆满完成今冬明春
社会治安
“百日会战”
各项任务目标，
建设
平安内蒙古作出新贡献。
张小军

合赢装饰举办首届装修砍价会
本报讯 12月 10日，合赢装饰首
届装修砍价会及样板房征集大会在包
钢海德酒店盛大举行，参加大会的新老
业主逾 200户，样板房现场签约达 60
家。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多位资深设
计师在现场为参会者做一对一的沟通，
剖析当前主流的设计风格，找寻到符合

自身需求的设计风格。现场还备有多
条样板房专线，包括不同设计风格，不
同户型等。
据了解，内蒙古合赢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室内设计、预算、施
工、材料于一体的专业化装饰公司，主
营室内设计、装修、专业店面装修设计、
办公、酒店装潢等。
晨风

内蒙古蓝筹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行如意支行
举办党建共建十九大专题党课
为了更深入更有效地学习和领会
十九大报告的精神，12月 1日，内蒙古
蓝筹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蓝筹公司）联合中国银行如意支行
共同组织解读十九大报告专题党课活
动，本次活动也拉开了双方党建共建
工作的序幕。
专题党课特邀上海海事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韦镇坤博士来公司

授课。韦博士围绕党的十九大重要意
义、报告内容精解、做合格党员等三方
面内容配合大量实例深入浅出地对十
九大报告进行分析和解读，帮助参加
培训的党员和群众们更好地领会十九
大精神并学以致用。
蓝筹公司支部闫志刚书记、中行如
意支行行领导率先垂范，
带领所在组织
全体党员及部分群众参加本次培训。

赤峰巴林右旗市场监管局立足
于快、准、稳的执法监管需求，提高科
技打假技能，快速准确查处违法行
为，新增科技执法打假装备，并更新
商品条码查询系统数据，切实提升执
法人员打假技能提高执法效率。
王俊峰
近日，赤峰巴林右旗市场监管局
举行食品抽检工作座谈会。相关业
务股室、稽查队以及各基层所执法办
案人员 30余人参加。会上，主要针对
食品抽检工作涉及的“四个环节”及
抽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
现场互动交流，
答疑解惑。
王俊峰 马树玲
为加强 110接警员的政治理论
学习，达旗公安局指挥中心定期组织
民警开展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及业务
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了 110接警
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知识和实战技
能。要求 110接警员熟悉各个辖区
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并熟记常用警用
号码。
李冬梅
达旗公安局指挥中心进一步强
化 110接警员对《处置各类突发性事
件应急预案》学习及培训工作，通过
学习及培训使 110接警员在遇到突
发事件或重（特）大案件时，能做到沉
着应对，
指挥处置及时有力。 张文华

达旗公安为推进接处警平台的
规范指挥调度，全面提高指挥中心各
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及时、准确做
好接警、指令和指挥调度，结合月考
核，季评比等考核措施规范接处警工
作。
王润清
达旗公安局学习十九大报告，把
十九大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为行动指南。
韩宏毅
近日，达旗公安局民警为师生展
示仿真毒品，发放宣传手册，加强学
生对毒品的认识。通过展示让学生
直观的感受到毒品的种类，树立学生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健康
生活的意思。
樊军
达旗公安局指挥中心每周召开
工作例会，定期召开警情分析会，及
时总结 110工作情况。针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认真梳理分析，及时进行
调整和改正，加强警员对全旗情况知
晓度，加强一线接处警工作的日常管
理监督，端正民警执法服务态度。
钟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