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務院港澳辦：謳歌新時代 抒發大情懷

養老金中央調劑下月執行
利用廣東北京基金結餘 緩解遼寧黑龍江收不抵支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下稱《通知》）於昨日正式發

佈，自下月1日起，中央調劑金將按季度接受各省份的上解並撥付到

各省份。對此，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在昨日舉行的政策

吹風會上表示，實施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可增加養老保險制度的整體抗

風險能力，但不會增加企業和個人負擔，不會提高養老保險的繳費比

例，更不會影響到退休人員待遇。有專家表示，這標誌着中國向養老

金全國統籌邁出了新一步。

關於中央調劑基金籌集，《通知》規
定，中央調劑基金由各省份養老保

險基金上解的資金構成。按照各省份職工
平均工資的90%和在職應參保人數作為
計算上解額的基數，上解比例從3%起
步，逐步提高。
為什麼要以各省份的平均工資作為基
數？游鈞解釋，這樣做更能夠體現各地經
濟發展的實際水平，這樣有利於實現基金
調劑的「富幫窮」的目標。中國社科院世
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中國養
老金統籌邁出了新的一步。他並計算，按
3%的上解比例，目前能籌集的資金規模
約為2,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3,000
億元，能佔基本養老保險財政補貼的四分
之一到三分之一。

實行以收定支 按人均定額撥付
《通知》還明確，中央調劑基金實行
以收定支，當年籌集的資金按照人均定額
撥付的辦法全部撥付地方。中央調劑基金
納入中央級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
收支兩條線管理，專款專用，不得用於平
衡財政預算。
據介紹，2017年，全國養老保險基金

總收入3.3萬億元，總支出2.9萬億元，
年末累計結餘4.1萬億元。全國領取待遇
的退休人員 9,460 萬人，總撫養比是
2.73：1。但是，由於省際間人口撫養比
差異等原因，基金不平衡的問題越來越突
出。基金結餘主要集中在廣東、北京等東
部地區，而遼寧、黑龍江等部分省份已經
出現基金當期收不抵支的情況，基金運行

面臨較大壓力。
游鈞指出，中央調劑基金是由各省的

養老保險基金上解的資金構成的。有的省
上解的資金額大於得到的撥付額，叫做貢
獻省。這些省份普遍的養老負擔比較輕，
基金結餘比較多，支撐能力比較強，所以
調劑後不會影響這些地方當期養老金的按
時足額發放。有的省得到的撥付額大於上
解額，叫做受益省，這些省通過調劑，能
夠緩解基金的支付壓力。所以通過建立基
金中央調劑制度能夠增加養老保險制度的
整體抗風險能力，各地的養老金按時足額
發放將更有保障。
游鈞續稱，作為企業和職工個人的繳

費仍然按照現行政策執行，不需要額外多
繳費。建立基金中央調劑制度，主要是在
省際之間進行資金餘缺的調劑。全國養老
保險基金當期收支總量並沒有發生任何變
化，不會增加社會整體負擔、不會提高養
老保險繳費比例。

專家：新制平衡地區責任
在具體的撥付方式上，《通知》規

定，中央調劑基金按照人均定額撥付，根
據人社部、財政部核定的各省份離退休人
數確定撥付資金數額。對此，中國宏觀經
濟研究院副研究員關博表示，從撥付辦法
可以看出，離退休人員多的省份將獲得更
多的中央調劑金。按照人均定額撥付能在
一定程度上平衡地區之間的養老金責任。
游鈞提出，撥付時要對各省份的離退休人
數進行核定，這也將促使各地基金支出管
理更加到位。

中央調劑制度部分內容
■按照各省份職工平均工資的90%和在職應參保人數作為計算上解額的基數，上解比例
從3%起步，逐步提高。

■實行以收定支，當年籌集的資金按照人均定額撥付的辦法全部撥付地方。

■納入中央級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專款專用，不得用於平衡
財政預算。

■現行中央財政補助政策和補助方式不變，省級政府要切實承擔確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
額發放和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主體責任。

■完善省級統籌制度，推進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支工作。

■強化養老保險基金預算管理，確保應收盡收，杜絕違規支出。

■建立全國養老保險繳費和待遇查詢系統、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監控系統以及全國共
享的中央數據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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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持續深入學習宣傳
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領會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前日下
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機關團委舉
辦以「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為主題的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朗誦比賽
暨優秀青年工作者表彰大會。辦黨組書
記、主任張曉明同志出席活動並作講
話，辦黨組成員、副主任宋哲同志，中
央紀委駐辦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潘盛
洲同志出席活動，辦內各司局所領導及
青年代表共100餘人參加。
朗誦比賽以播放視頻短片《青年習近
平》開場，展現了「內在有激情、外在
從容不迫」的青年習近平的風采。隨後
全辦各司、所青年幹部們一組組輪流登
場，用他們時而高亢、時而深沉、時而
激越、時而婉轉的語調誦讀了《你從梁
家河走來》、《40 年歷程初心不改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五年抒
懷》、《少年中國說．青年覺醒》、

《世界，請聽中國朗誦》、《香港的前
世今生》、《信念永恒》等詩篇佳作。
其中，有多篇詩作是港澳辦青年幹部的
原創作品。他們用詩歌和朗誦表演與大
家分享了港澳辦青年與祖國共奮進、與
新時代齊發展的青春感悟，展現了青年
幹部在辦黨組領導下熱情投身於「一國
兩制」事業的遠大志向、朝氣蓬勃的精
神風貌、自強不息的意志品格和甘於奉
獻的思想境界。在背景板、衣飾、音
響、燈光等的不斷變幻下，整台表演烘
托出強烈的藝術感染效果，贏得了一陣
陣經久不息的掌聲。不少青年幹部表
示，與習總書記在延安梁家河七年知青
歲月相比，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成長
於改革開放之後，趕上了國家從富起來
到強起來的變遷，幹上了自己選擇的喜
愛的工作，正在與全國人民一起朝着一
個偉大的目標而邁進。為此，應當做懂
得感恩的人，做無愧於偉大時代的青
年，應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增強

「四個意識」，弘揚優良傳統，加強學
習鍛煉，練就過硬本領，為推進「一國
兩制」事業接力奮鬥，為實現「兩個一
百年」目標激揚青春。
根據現場評委評選結果，張曉明、宋

哲、潘盛洲分別向此次朗誦比賽的獲獎
集體頒獎。張曉明同志還向17位榮獲
「2017－2018年度港澳辦優秀青年工
作者」稱號的青年幹部頒發了證書。

張曉明讚朗誦比賽激發正能量
在朗誦比賽和表彰結束後，張曉明發

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表示，機關團
委舉辦的此次朗誦活動主題鮮明、形式
新穎、青春洋溢、激情澎湃，弘揚了十
九大精神的主旋律，激發了全辦幹部幹
事創業的正能量，是一場有情懷的朗誦
會。特別是青年幹部們結合學習黨的十
九大精神和港澳辦成立40周年的主題
創作的原創詩作很有特色，引發共鳴，
表明這也是一次高質量的朗誦會，堪與

中央電視台的「朗讀者」欄目媲美。他
與大家交流了閱讀《習近平的七年知青
歲月》的感想，談到了港澳辦與改革開
放同齡、與「一國兩制」共生的歷史和
幾代港澳辦人肩負歷史使命不懈奮鬥的
故事，勉勵港澳辦青年同志要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以習近平治

港治澳思想和方略指導港澳工作，樹立
與新時代要求相適應的宏大志向，培育
與完成新時代所面臨的艱巨任務相適應
的堅毅品格，弘揚與新時代港澳工作特
點相適應的創新精神，堅持港澳工作一
貫倡導的務實作風，從做好本職範圍內
的每一項工作、每一件小事做起，共同
譜寫新一代港澳工作者的青春之歌。

■張曉明、宋哲、潘盛洲與「2017-2018年度優秀青年工作者」合影。 網上圖片

廣東今年頭5月繳5.4噸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昨
日，廣東省禁毒委員會召開全民禁毒工程新聞
發佈會，會上公佈今年前五月，廣東偵破獲毒
品案件4,655宗，抓獲疑犯5,504人，繳獲毒品
5.4噸；查處吸毒人員近4萬人，強制隔離戒毒
約1.9萬人，毒情形勢得到有效遏制。今年互
聯網販毒趨勢有所增加，吸毒人群低齡化明
顯。

吸毒呈低齡化趨勢
廣東省禁毒委副主任、禁毒辦主任、公安廳
副廳長林偉雄表示，從今年目前的涉毒案件來
看，源頭性製毒犯罪同比下降80.3%，輸出型
犯罪也下降47.6%，而新發現吸毒人員減少了
33.6%。在警方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毒
品交易呈現出交易量減少，交易難度加大，交
易周期長的態勢，全民禁毒已深入人心。
但是，林偉雄也指出，儘管廣東省禁毒工作
取得階段性明顯成效，但受國內外毒情影響，

形勢仍不容樂觀。「由於廣東省口岸多，海岸
線長，毒品中轉集散仍然活躍，且網絡販毒活
動數量明顯上升，互聯網販毒手段趨於常見。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毒品濫用及吸毒人群出
現低齡化趨勢，青少年吸毒現象突出。此外，
毒品種類依然層出不窮，目前已發展為第三代
毒品活性精神物質，以黑護毒和以毒養黑的情
況仍然存在。

粵湘聯合斬跨省製販毒鏈條
此外，在廣東省禁毒委還在會上公佈了一宗

粵湘警方聯合斬斷跨省製販毒鏈條案。據了
解，在粵、湘兩省禁毒部門及廣州市、郴州市
公安局禁毒支隊的統一指揮下，白雲警方近日
聯合郴州市嘉禾警方成功破獲一起公安部目標
特大製販毒案，抓獲疑犯10人（其中香港籍1
人），繳獲毒品冰毒成品7.03公斤、半成品20
公斤，在郴州摧毀製毒工廠1個，查扣涉案車
輛2台，斬斷了一條跨省製販毒的黑色鏈條。

■現場展示繳獲的毒資毒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 北京報道）推進多年的養
老金全國統籌具體改革時間表
終於明確。據新華社報道，在
日前召開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
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貫徹實
施工作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要
求，各地要加快推進省級基本
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支，2020
年全面實現省級統籌，為養老
保險全國統籌打好基礎。
韓正強調，要依法做好基本

養老保險費徵收工作，擴大制
度覆蓋面，提高徵繳率，夯實
繳費基數，增強中央調劑基金
制度可持續性。要加快推進省
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
支，2020年全面實現省級統
籌，為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打好
基礎。要扎實做好中央調劑基
金管理工作，強化基金預算嚴
肅性和硬約束，確保基金專款
專用。要認真做好基金缺口彌
補工作，加大財政支持力度，
確保全國退休職工按時足額領
取養老金。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

長游鈞昨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
吹風會上亦表示，中國將加快
完善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制度，
推進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支工
作，2020年要全面實現省級統
籌。據悉，省級統籌即將省級
以下政府部門收取的基本養老
保險基金歸結至省級層面，由
省級主管部門統一調度使用。

另據介紹，中國的養老負擔正日趨加
重。據全國老齡辦統計，截至去年年
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2.4億，
佔總人口比重達17.3%，平均近4個勞
動力撫養1位老人。預計到2020年，全
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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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月自下月11日起日起，，中央調劑金將按季度接受各中央調劑金將按季度接受各
省份的上解並撥付到各省份省份的上解並撥付到各省份。。圖為河北某醫院圖為河北某醫院
的醫護人員在和老人聊天的醫護人員在和老人聊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
文匯報於昨日A19版
報道的「洞庭湖竟現3

萬畝『私家湖』 政府嚴令拆除無果」一
事又有新進展：澎湃新聞昨晚從湖南沅江
市委宣傳部獲悉，洞庭湖「夏氏矮圍」的
業主夏順安因騙取貸款日前被刑事拘留。
消息稱，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期

間，疑犯夏某安為了套取貸款資金，在已經
向某鎮信用社貸款1,1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未歸還的情況下，通過與某鎮原信用社
主任鄧某良協商，採取「化整為零」的方
式，借用、冒用范某明等42人名義，騙取某
鎮信用社貸款42筆共計840萬元，用於投資
在漉湖蘆葦場外湖圍湖養殖。現因虧損，導
致819.63萬元貸款至今沒有歸還，並造成42
筆貸款成為不良貸款。本月3日，疑犯夏某
安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沅江市委宣傳部一名工作人員證實，夏

某安即為夏順安。夏順安捲入的是某鎮原

農村信用社主任鄧某良等人違法發放貸款
的系列案件，包括他在內共有7名疑犯被
抓。前述宣傳部工作人員證實，消息裡所
說的「外湖圍湖」指的就是被多次曝光且
下令拆除的下塞湖矮圍。

矮圍擬月底拆除
在洞庭湖下塞湖區域，有一個跨沅江、汨
羅、湘陰三地的「夏氏矮圍」，約3萬餘
畝，業主為沅江市漉湖蘆葦場人夏順安。據
新華社報道，早在2015年，因其違反防洪
法，湖南省水利廳多次要求當地水利部門採
取措施。多家媒體先後有過多次報道，但新
華社記者調查發現，整治措施沒有嚴格落
實，「夏氏矮圍」的破壞性影響依然存在。
近日，生態環境部組成督察組，對洞庭湖私
人矮圍破壞生態問題開展專項督察。
昨日下午，沅江市委宣傳部、湘陰縣委

宣傳部工作人員表示，兩地已於6月初開
展拆圍工作，預計月底拆除餘下的矮圍。

洞庭湖「夏氏矮圍」業主涉騙貸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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