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人

中人

老人

老人老办法
（2014年10
月 1日前已
退休，待遇
不变）

中人中办法
（改革前参
加工作，改
革后退休）

新人新办法
（2014年10
月 1日后参
加工作）

我退休前每个月平均工资

是4000元，假设社会平均工

资也是4000元。还有25年退

休，按照政策，我是属于三类人
中的“中人”。

并轨前

个人每月缴纳养老金：0元

实发工资：4000元

退休后每月可领退休金：
4000×90%=3600元（按工资
替代率90%计算）

并轨后

个人每月缴纳：养老金：320元
职业年金：160元

实发工资：3520元
退休后每月可领退休金：（包括四部
分）
①基础养老金：工资基数×缴费年
数% 即4000×30%=1200元（含5
年视同缴费年数）
②个人账户养老金：每年缴费×缴
费年数÷计发月数 即320×12×
25÷170=564元
③职业年金：每年缴费×缴费年数
÷计发月数 即480×12×25÷170
=847元
④过渡性养老金：待定

总计：1200+564+847=2611元（不包
括过渡性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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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6

人社部说机关事业单位今年肯定要缴养老金

““中中人人””壹壹点点妹妹算算算算退退休休亏亏不不了了

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缴养老金了

当年考公务员，退休后能
稳吃“财政饭”是最大诱惑之
一。在县城老家，从企业退休的
叔叔一个月领2000元左右养老
金，当公务员的大伯一分钱不
用缴，退休金比叔叔多一千多
块钱，羡煞了叔叔。

老实说，退休后的待遇是
吸引我当初报考公务员的重要
条件。没想到，随着改革的深
入，养老金将打破“待遇差”，要
并轨了。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社会统
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消息一出，我家立刻召开
了家庭会议。我寻遍相关报道，
仔细研读专家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
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说，
改革的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
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改革
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将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这意味
着，养老金水平与缴费相关联，
不再单纯与退休时工资挂钩。

我爸四年前从一家事业单
位退休，听了专家的解释，长舒
了一口气，“我属于改革前已经
退休的‘老人’，原待遇不变，还
能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原来
发多少，以后还得发多少。”

“我是2014年10月1日后参
加工作，属于新人。虽然拿不
到过渡性养老金，但年轻就是
资本，缴费时间长，我的个人
账户可比你们都多哟。”表弟
小凡也不担心，他属于“新人
新办法”。

与表弟、老爷子相比，工作
五年的我属于“中人”。顾名思
义，就是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
后退休的一批人。按照政策规
定，我也要自己掏钱缴养老金。

“以前自己不缴纳养老金就能
拿到退休金，实实在在地吃‘财
政饭’，现在得从工资里扣了。”

算完账，退休后还能安心跳广场舞

“本来收入就不算高，拿
到手里岂不是更少了？”为了
弄 清 政 策 ，我 赶 紧 找 出 计 算
器，算了起来。

《决定》明确，养老保险由
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组
成。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
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纳工资
总额的20%，个人缴纳工资额的
8%，由单位代扣。职业年金部
分，单位按8%缴费，个人按4%
缴费。

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
4 0 0 0 元，如果社会平均也是
4000元，还有25年退休，按国
家公布的计发月数办法，月数
为170。先算一下基础养老金，
工资基数× 缴费年数的百分
数，也就是4000× 30%=1200
元。个人账户养老金，年缴费
× 退 休 年 数 ÷ 计 发 月 数 ，即
320×12×25÷170，每月个人
账户养老金约为5 6 4元。职业
年金，计算方法与个人账户养
老金一致，即480× 12× 25÷
170=847元。

按照公式，我退休后一个
月能拿2611元——— 比现在的工
资少太多！

所幸，国家决定适当提高
基本工资标准。人社部新闻发
言人李忠说，工资改革之所以
选择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
进行，是考虑到并轨后，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将变之前的“不缴
费”为每月缴纳养老保险，有一
定改革成本。

但是，退休后能领多少钱？
待遇会不会比原来下降？工作
前五年没有缴纳养老金，改革
后会不会吃亏？

对于这些疑问，人社部也
有回应，“中人”在改革前没有
缴费的工作年限确定为“视同
缴费年限”。也就是说，我原来
没缴费的5年已经算作缴费了。
视同缴费只是针对基础养老
金，是单位缴纳的，我个人账户
可没有前5年的积累。就在我为
这5年的亏空四处打听时，“定
心丸”又来了：退休时会根据视
同缴费年限的长短等因素，发
放过渡性养老金。

有了视同缴费、过渡性养
老金，我再也不担心退休金只
领2611元了。如果再考虑收益、
涨工资等因素，退休后应该可
以放心地去跳广场舞了！

我是壹点妹，五年前从千军万马中突出重围，成为一名公务员。
今年1月，国务院出台措施，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退休后待遇会不

会降？自己缴费后到手的工资会不会减少？改革框架已定，细节并未敲定，我有些担忧。
据说，全国有近4000万人和我的情况一样，都在等着养老金改革细则出台。全国两会

开始了，看看代表委员们咋说。

本报特派记者 周国芳 马云云 3月9日发自北京

山东第一个启动改革，设10年过渡期

问题是：细则何时落地？
对于改革进程，全国政协

委员、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说，
“目前各省都处于测算阶段，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始
缴纳养老金还需一个过程，还
有一些很专业性的问题，比如
系数、指数等，都需要各地具
体测算以后才能定，但我认为
会很快的。”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甘犁预测，实行渐进式改革
应该先有一个过渡期，时间大
约是10年。

这一分析很快在山东得到
印证。今年2月，山东省政府印
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成为全国首个启动改革的
省份。除了与国务院《决定》的
基本框架一致，山东明确了自
改革之日起设立10年过渡期。
也就是说，在改革后10年内退
休的人实行新老办法对比，新
办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低于老
办法的，按老办法补齐；新办法
计算的基本养老金高于老办法
的，高出部分分年度按比例予
以封顶限制。

“养老金并轨改革今年肯
定落实。”关于政策的未来走
向，胡晓义说，从文件到执行要
有一个过程，这事不是想象中
那么简单，所以才有10年过渡
期，在10年期间会有更细致的
政策安排。

全国政协委员韩圣浩：

加快建设中日韩

经济合作示范区

本报北京3月9日讯（见习记
者 周国芳） 9日，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韩圣浩
建议，择机启动建设中日韩地方
经济合作示范区。

事实上，中日韩地方经济合
作示范区建设已经具备坚实基
础。2015年2月，中韩双方完成了
自贸协定全部文本草签，标志着
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这是
中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
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贸协
定。

山东与日韩经贸合作也有可
喜的成绩。目前日本已成为山东
第4大外资来源地和第5大贸易伙
伴，在鲁日资企业达2000余家。山
东省吸引韩资高达韩国对华投资
的40%左右，与韩国进出口额占
两国贸易总额的12%。

韩圣浩建议，国家在推动中
韩（威海）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
设的基础上，将合作示范区建设
范围逐步扩大至山东半岛地区。
他还建议，将设立青岛自贸港区
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支持建
设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和东北亚
航运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王树理：

京杭运河复航

应列入“十三五”

本报北京3月9日讯（见习记
者 周国芳） 9日，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王
树理再次提交提案，建议将京杭
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列入“十三
五”规划。

两会前，王树理沿运河从扬
州、台儿庄、济宁、临清、德州反
复走了几次。

他说，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
因水量等原因已经断航40年，但
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绿
色、低碳内河水运方式，加快京
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是经济
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内河航运运能大、占地少、
能耗低、污染小、投资省，水路运
输每马力运量比火车多3倍、比
汽车多50倍，而水运成本是铁路
运输的1/3、公路运输的1/6。同
时，推进复航的条件也已经趋于
成熟，可谓“万事俱备”。黄河以
北山东段航道建设条件良好，航
道地形平坦，地质情况良好，所
需建设的船闸及其他航运建筑
物数量相对较少。

王树理建议，国家将京杭运河
黄河以北段复航列入“十三五”规
划。另外，他建议委托专门机构，就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加快开
展各项前期论证工作。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列出重点项目清单，逐一
分解启动工程建设。

我是壹点妹，省城一家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今
年30岁，参加工作5年啦。不久前养老金双轨制终
于并轨了，下边我来给大家算一笔工资账，一起来
看看改革前后我的工资和养老金变化吧！当然啦，
这是不考虑收益、涨工资和延迟退休等因素的前
提下哦！

公务员壹点妹的退休账

同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你，想知道壹点妹每月要缴纳
多少养老金吗？退休后又能领到
多少呢？如果文字读得不过瘾的
话，我们还制作了微动画，快来扫
二维码观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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