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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养老保险基金7月起中央调剂
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 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资金构成
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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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建
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自2018年7
月1日起实施。
《通知》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扣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 围绕
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
目标，坚持促进公平、明确责任、统一政策、
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 作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的第一步， 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负担，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可持续发展。
《通知》明确，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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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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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中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
定支，当年筹集的资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
办法全部拨付地方。 三是中央调剂基金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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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
算。 四是现行中央财政补助政策和补助方式
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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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指出，要健全保障措施，确保制
度顺利实施。 一是完善省级统筹制度，推进
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 二是强化养老
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确保应收尽收，杜绝违
规支出。 三是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
老保险相关工作情况列入省级政府工作责
任制考核内容。 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
全国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查询系统、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以及全国共享的
中央数据库。
《通知》强调，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全局。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密切协调配
合，精心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 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顺
利实施。

本周六迎来端午出行高峰
全国铁路预计当日发送旅客1330万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13日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为期4天的2018年端午假期铁路
旅客运输将于6月15日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4700万人次。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端午假期铁路旅客运输自6月15日起至6
月18日结束，共4天。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4700万人次，日均发送1175万人次，同比增
长7.8%。 其中，6月16日将是端午小长假客流
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330万人次，比去年最
高峰日增加102万人次，同比增长8.3%。 从车
票发售情况看， 假 日 期 间 ， 北 京 、 哈 尔 滨 、 大
连、西安、青岛、杭州、厦门、桂林、昆明等城市
樊曦
客流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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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谈实行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

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
新华社北京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游钧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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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 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负担，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
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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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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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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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中熙 叶昊鸣

文化和旅游部重拳出击

严查严管营业性演出市场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13日获悉，为加
强营业性演出市场监管， 文化和旅游部
近期以社会关注度高、 观众数量多的营
业性演出为重点， 严查严管演出内容和
演出票务经营行为， 查处了一批营业性
演出市场重大案件， 规范了营业性演出
市场经营秩序。
据介绍， 文化和旅游部将一批社会关
注度高的营业性演出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部署专项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演出内容是
否合规、 是否按照明示的最低曲目数量进
行演出、是否变更演出节目等。部署有关地
区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约谈演出举办单位和演出票务经营单位，
明示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加强现场监管，
确保演出内容依法合规， 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营业性演出票
务经营单位专项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是否
具有营业性演出票务经营资质、 是否取得
演出举办单位授权或委托、 是否存在加价
销售行为、 是否为机构和个人倒卖门票提
供服务等。 部署开展违规票务网店专项整

治， 对2600余家网店进行专项清理， 部署北
京、上海等19个地区查处143家违规从事票务
经营活动的网店。目前，主要票务网店基本实
现持证售票，市场秩序明显改观。
针对部分演出举办单位不履行法定义
务、未经批准出售演出门票、擅自从事营业性
演出经营活动等违规行为， 文化和旅游部部
署四川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地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法查办了一批演出市场
重大案件。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司获
悉，下一步，将持续加强营业性演出市场监
管， 紧盯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营业性演出
不放，严管演出内容和场地安全，严查演出
票务等演出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规范营业性演出市场经
营秩序。
文化和旅游部同时公布了营业性演出市
场举报电话12318和举报平台www.12318.gov.
cn， 欢迎广大社会公众举报违法违规营业性
演出经营行为。
周玮

朝美领导人将会实现互访？
朝中社：两国首脑接受彼此邀请
据 新 华 社 平 壤 电 据朝中社13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朝美领
导人首次会晤中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他访
美的邀请， 同时他也邀请特朗普方便时访问
平壤，特朗普接受了邀请。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
“
因为朝美两国之间
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敌对意识，产生了很
多问题”，他希望
“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
定及无核化，双方要承诺相互理解、互不敌视，
并采取法律、制度上的措施为此提供保证”。

报道说，金正恩希望
“双方要为履行此次会
晤中讨论的各项问题和联合声明尽快积极采取
实践性措施”，并希望双方首先要做出“终止刺
激和敌视对方的军事行动的决断”。
报道还说， 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观点表示理
解， 并表示愿意在朝美进行对话期间停止美韩
联合军演，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通过对话协商
使关系改善取得进展，解除对朝制裁。
金正恩说， 如美方采取真诚的建立互信的
措施，朝方也会相应地采取措施。 吴强

牛皮癣、皮炎、湿疹等皮肤病免费 3
天！ 不花冤枉钱！ 你是否还在忍受着皮肤
病的反复折磨呢？ 赶快来参加“皮肤病免
费用”的活动吧！

皮肤病免费试用！
报名电话：0513-6692 9949
陈一堂棉土元素适用于牛皮癣、皮炎等皮肤顽症。

陈一堂中医诊所：小石桥往东 200 米路北，锦江花园酒店对面，新桥菜场路口
（乘车路线 4、5、7、9、10、28、36、64 路公交车到小石桥东下车，往东 10 米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