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退休的，应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没有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暂参加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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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0月1日全面启动

改改革革范范围围内内建建立立职职业业年年金金制制度度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郗运
红 ) 7月28日，本报报道了滨州
市沾化区下洼镇毛一村的白血病
患儿刘建源的事迹，为了拯救这
个有画家梦想的孩子，各地艺术
家及社会爱心人纷纷出手相救。9

月9日，著名东方史专家、艺术家
李康英先生特意从北京让朋友带
来四尺整张作品，捐给刘建源。

李康英是国际上十分有影响
卓尔不群的学者，他生于1956年，
国籍新西兰。是世界著名东方史
专家。大学主修东方史，于坎特伯
利大学师从SAM Adshead 教
授(1930-2009, 牛津大学硕士、哈
佛大学博士)，修学中国文化史，
文字史，印度宗教史，日本社会经
济史。

李康英先生研习绘画书法四
十余年。从甲骨，钟鼎，大小篆的
遗韵中寻求营养，结合汉隶唐草
的架构与节奏，孕育成为自己的
太极书体。运用饱枯、浓淡、虚实
的笔墨，张弛、刚柔、动静结合的
字形构架，表现文字阴阳变化无
穷的神韵。绘画作品：“人类与环
境之爱”被大英图书馆收藏。

在大家的帮助下，刘建源已
经进入第二治疗阶段，目前治疗
情况非常顺利。

李康英献墨宝

救白血病患儿

本报9月9日讯 (通讯员 路
辉 刘超 记者 王茜茜 ) 近
日，国家发改委下达滨州市粮食
仓储设施项目2015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554万元，支持无棣万邦
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和山东香驰
粮油有限公司粮食仓储项目建
设。两个项目新增粮食储备仓容8

万吨，预计今年年底前投入使
用。

实施重大粮食仓储项目建
设，既是落实国家定向精准促进
增长的重大举措，也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促进“三农”工作、保
护农民利益的民生工程。此次获
得中央资金扶持，对加快全市粮
食仓储设施建设、充实地方粮食
储备、完善粮食流通体系、保障
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
后，市发改委将抓住机遇，全力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改善全市粮
食流通基础设施。

两粮食仓储项目

获554万元支持

9月9日下午，滨州市地税局
隆重举办了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事迹报告会，本次报告会采取

“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人讲身
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方
式，由全系统遴选出的5名优秀共
产党员作先进事迹宣讲。
本报通讯员 闫乐乐
本报记者 王璐琪 摄影报道

先进事迹宣讲

于盼盼，丢失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报税联一张，发
票代码：137161525306 发
票号码：00021188声明作废。

挂失

量量身身定定做做企企业业制制度度保保运运输输安安全全
滨州市重点运输企业约谈会要求企业标准化建设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王璐
琪 通讯员 李皓阳) 9日，滨
州市重点运输企业约谈会召开，
针对滨州重点运输企业存在的
问题，要求各企业要有针对性地
建设管理制度，尤其是将钱花在
刀刃上，请专业性人才排查安全
死角，避免安全事故。

“企业负责”是道路运输安
全管理的基础，是行业安全管理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目
前，滨州市道路运输企业集约化
经营程度不高，安全管理基础工
作薄弱，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
投入不足，安全生产责任落不到
实处。

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各部
门、各运输企业要时刻警钟长
鸣，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和“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意识，
坚决做到“命”字在心、“严”字当
头、“实”字担肩，采取有效管用
措施，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以铁
的决心、铁的手段、铁的纪律推
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各县
区及企业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安
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
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人是安全生产的决定因
素，是关键所在。做好安全工

作，首先要抓住人这一决定因
素，把“人”教育好、引导好、发
挥好、保护好。要健全完善从业
人员一人一档户籍化管理，包
括个人信息、驾驶证、从业资格
证、健康状况、安全驾驶信息、
教育培训情况、违法情况，等
等。要严把从业人员上岗关，未
取得有效证件的，坚决不能上
岗。要严把从业人员教育关，分
级分类进行培训，保证培训的
效果。要严把从业人员约束关，
对不服从企业安全管理、违规
违章操作造成严重后果的，要
坚决予以清退。

要不断加强企业安全生产

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通过建立
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排查治理隐患
和监控重大危险源，建立预防机
制，规范生产行为，使各生产环
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人、机、物、
环处于良好的生产状态，并持续
改进。

离休人员

不纳入改革范围

根据政策要求，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用
于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
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按国
家和省规定，我市参保事业单位
是：分类改革后公益一类、二类、三
类事业单位。正在逐步转企的生产
经营类事业单位，以及尚未确定类
型的事业单位，凡已参加企业养老
保险的，继续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没有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暂参加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已划为生
产经营类、但转企改制尚未到位的
事业单位，暂时参加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待转企改制到位
后，再按有关规定纳入企业养老保
险范围。改革前已纳入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统筹试点的编外人员，
已经退休的，可以保留在参保范围
内；未退休的，应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
员不纳入改革范围。

参保个人以上年度工资收入
中的规定项目为缴费工资基数，按
8%的比例缴费；参保单位以本单位
参保人员缴费工资之和为缴费基
数，按20%的比例缴费。

根据规定，现阶段纳入缴费基
数的工资项目，要与退休人员的养
老金待遇项目相对应，如住房、物
业、取暖三项改革性补贴和以精神
文明奖为主的奖励性补贴，暂不纳
入缴费基数。对纳入缴费基数的特
殊岗位津贴，根据规定，凡纳入原退
休费计发基数的项目，比如人民警
察警衔津贴、教师教龄津贴、护士护
龄津贴、特级教师津贴等都要纳入
缴费基数，其他特岗津贴暂不纳入。

基本养老金

待遇“多缴多得”

基本养老金待遇将由过去的
按退休时点工资打折，改革为待遇
水平与缴费年限、缴费水平、退休
时间等多种因素挂钩，真正体现

“多缴多得、长缴长得”。改革后，基
本养老金待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基础养老金。以省上年度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
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
满1年发给1%，主要体现了“长缴多
得”，缴费时间越长，待遇水平越
高。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以个人
账户储存额除以国家统一规定的
计发月数，主要体现了“多缴多
得”，缴费越多，待遇水平越高。改
革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

遇不再与在职人员工资调整同步，
而是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
统筹安排，逐步建立兼顾各类人员
的养老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从
根本上解决制度不统一、“双轨制”
的问题。

本次改革以2014年10月1日为
界限，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中人逐步过渡”办法，确定参保
人基本养老金待遇。

基金的管理监督

做到“五统一”

在改革初期，立足现阶段实
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暂实行
省级基金调剂制度，待条件成熟时
再过渡到省级统筹制度。目前，在
全省范围内要做到“五统一”：统一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有关政策，统
一缴费基数和比例，统一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计发和调整办法，统一编
制和实施基本养老保险预算，统一
经办业务规程和信息系统平台。

现阶段，全省基金的管理模式
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管
理，市结余基金由省授权市代管，
市、县(区)对本辖区内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缺口承担
主体责任。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要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
避免了机关事业单位“吃”企业养
老保险结存基金的问题。据此，相
应建立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基金调剂制度，各县(区)结余基
金由市授权县(区)代管。

改革范围内

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在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同时，改革范围内的所有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不包括已退休人员)
都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单位按参保
人员缴费工资之和的8%缴费，个人
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工作人
员退休后，依据职业年金积累情况
和有关约定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
遇。

根据改革办法，改革后获得省
部级以上劳模、有重大贡献的高级
专家等荣誉称号的工作人员，在职
时给予一次性奖励，退休时不再提
高基本退休费计发比例。改革前已
获得此类荣誉称号的工作人员，退
休时给予一次性退休补贴，资金从
原渠道列支。机关事业单位符合原
有加发退休费比例条件的其他人
员，也按这一规定执行。一次性退
休补贴的标准为：退休时本人月基
本工资乘以提高的计发比例，再乘
以180个月。

9月9日，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根据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和人社局、财政局《滨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将于10月1日起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本报通讯员 劳宏伟

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噪 参保单位

市参保事业单位是：分类改革后公益一类、二
类、三类事业单位。

基本原则

凡已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继续参加企业养老
保险。

已划为生产经营类、但转企改制尚未到位的事
业单位，暂时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改革前已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试点的
编外人员，已经退休的，可以保留在参保范围内。

缴费基数

管理监督

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有关政策。

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

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和调整办法。

统一编制和实施基本养老保险预算。

统一经办业务规程和信息系统平台。

单位缴费的比例为本

单位工资总额的20%

个人缴费的比例为

本人缴费工资的8%

噪

噪

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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