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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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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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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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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是什么？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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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基
金中央调剂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记者采访。
问：中央调剂基金的主要来源是
什么，会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影响退休人员的待遇？
答：中央调剂基金由各省份养老
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构成。实施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
的负担，不会影响退休人员的待遇。
一是不提高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比
例。建立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主要是
在省际之间调剂基金余缺，全国养老
保险基金当期收支总量没有发生变
化，企业和职工个人不需要额外多缴
费，不会增加社会整体负担。二是不
改变现行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和调整
办 法 ，不 会 影 响 离 退 休 人 员 个 人 待
遇。有的省份，上解的资金额大于得
到的拨付资金额，这些省份普遍养老
负担相对较轻，基金支撑能力较强，调
剂后不会因此影响当期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有的省份，得到的拨付资金
额大于上解的资金额，通过调剂能够
适当缓解基金支付压力，能够更好地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问：
“调剂”是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的核心，实施过程中如何实
现“调剂”的目标？
答：主要通过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上解下拨资金具体核定办法，实现省
际之间“调剂”的目的。
《通知》明确了
上解和下拨资金额的计算公式，明确
了上解工资基数、上解人数、上解比
例、下拨人数及人均拨付额等相关参
数的核定办法，算账方法简单明了。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高、参保职工和就
业人数多的省份上解的资金也多，离
退休人数多的省份得到的拨付资金也
多，通过制度的内在机制，实现养老保
险基金在养老负担相对较轻省份和养
老负担相对较重省份之间的调剂，能
够达到东部沿海省份支持中西部和老
工业基地省份的效果，增强了养老保
险制度整体抗风险能力。
问：
《通知》要求建立中央调剂基
金，请问各省市按照什么标准上解调
剂基金？
答：
《通知》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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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上解数额的多少主要取决
于上解工资和在职应参保人数这两项
指标。
上解工资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
资的 90％计算。使用各省份职工平均
工资，与使用全国平均工资相比，更能
体现各地经济发展的因素，工资水平
高的地区，上解额也会相应高一些，有
利于实现基金调剂目标。同时，考虑

“龙门才艺争霸赛”即将举行
由兰州市格蕾思朵艺术培训中心举
办的首届“龙门才艺争霸赛”将于 6 月 11
日到 7 月 9 日举行。此次大赛的参赛对象
为3岁-15岁少年儿童。比赛内容有少儿舞
蹈、
1分钟自我介绍、
3分钟才艺展示，
分为海
选、
初赛、
复赛、
决赛四个部分。获奖同学 7
月份在金城剧院参加演出及颁奖典礼。
主 办 方 负 责 人 说 ，舞 蹈 能 赋 予 孩 子
的，不仅仅只是才艺，更多的是自信、快

乐、勇敢。通过这次活动就是给小朋友们
提供一个展示个人风采的舞台，表现个人
才华，获得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提供一
个互动、交流、学习、展示个性风采的平
台。比赛通过一定的奖励让小朋友们的
才艺得到肯定，塑造孩子的自信，培养竞
争意识、勇敢个性、积极性、主动性，增长
才艺、提升素质。为他们成就艺术理想搭
建完美的平台。
（王思璇）

甘肃太昊职业培训学校 云翔教育 高考复读班 正在热招
《中医针灸师》
《保健按摩师》
培训招生
《康复理疗师》

2018 年

■权威机构批准

■专家亲自执教

■考试合格率高

■优秀学员推荐工作

甘肃太昊职业培训学校定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在兰州举办第二十期
《中医针灸师》和第151期《保健按摩师》及第一期《康复理疗师》培训班。
培训考试合格待遇：

1、
参加考试合格者，
颁发《甘肃太昊职业培训学校保健按摩师等级职业能力
测评证书》。
2、
《中医针灸师》
《康复理疗师》成绩合格者，
由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颁发《中
医针灸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国际通用)。
报名地点：
兰州市庆阳路 219 号金运大厦 17 楼（双城门）
联系人：
莫老师 电话：
0931-8265798
18719786688 （微信号）
QQ：
3106057001 本广告长期有效

中考复读班 6 月 20 日开始招生

特别提示：
文科、
理科班每班各限报 30 人，
报满即
止，
学费 19800 元，
食宿费 1200 元/月。
8 月27日报到，
8月28日正式上课。周一到周六上课，
周天休息。

全日制管理
名校名师

全跟踪督导 高水平教学
阵容豪华
管理严格

低水准收费
提分显著

改变命运的不二之选，
云翔助你高考圆梦！
招生热线：
8785969（办）18109498772（张）13309460214（罗）
学校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詹家拐子 4 号

到目前个体灵活就业参保人数占总参
保人数的比重约 1／4，这部分人员缴
费基数相对偏低，按照职工平均工资
的 90％左右计算上解额，更符合各地
实际情况。
应参保人数起步初期暂按企业就
业人数和参保人数平均值核定。采取
这种办法，兼顾了养老保险扩大覆盖
面工作目标和当前实际，既可以增强
对地方扩面工作的激励，避免对参保
率高的地方“鞭打快牛”，也一定程度
上消除了部分地方参保人数由于人口
流动造成“虚高”的因素。随着全民参
保登记工作的推进，对在职应参保人
数可逐步过渡到以覆盖常住人口的全
民参保计划数据为基础核定。
问：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后，中
央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会不会
减少？
答：
不会。
《通知》明确，
现行中央财
政补助政策和补助方式保持不变。为
使国家出台的各项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政策落到实处，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
署和要求，中央财政大力调整支出结
构，
不断加大对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的补助力度。特别是 2005 年以来连续
14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
省份均给予适当补助。2017 年中央财
政对地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补助 4400 多亿元，对各地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给予了有力支持。
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后，
中央财政现
有的补助政策和方式不变，
补助力度不
减。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韩国国际大学招生简章

初中毕业生国内高本贯通，2年中职+韩国国际大学(2年
国内+2年韩国)。
高中毕业生，面试入学韩国国际大学(2年国内+2年韩国)。
每年学费 3 万左右，毕业获得国家认证的本科学历和学
士学位，享受留学生回国政策。
联系人：洪老师，电话(微信)13919330169 18019475812

严权
教育
音标＋单词巧记速记（专教学习方法，内部教材）

谢老师物理暑假钜惠 恒成教育六年级升初一

脱颖教育初高中暑期班

宋老师数学星源教育 中差生数学

小升初考前冲刺语文、数学、英语

8565948 15352021448

地址:甘南路 33 号

初中、
高中各年级：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语文
8828628 18109489498（广场西口）

兰 州 心 飞 学 校

成功创办 18 年，
采用
“讲、
练、
测”
精细化教学管理体系。

1、
新初二暑假班 6 月 15 日前特价 880 元！6 月 16-7 月 15 日特价 990 元！
2、
初二升初三暑假班6 月 15 日前特价1290元！6月16-7月15日特价1390元！
3、
本学期初二精英班：
正在进行压强浮力、
机械和功同步拓展提高复习讲练，
夯
实基础，
训练思维，
攻克力学难题，
全面备战期末考试！
4、
VIP 一对一、
一对二，
5 人小班，
个性化辅导针对性强、
快速提高成绩。
庆阳路国贸写字楼 10 层（时尚百盛对面）电话：
8427066 13919020588（微信）

谢老师物理入驻西固

新初二暑假班，
初二升初三同步班、
暑假班，
预约热线：
13919020588（微信）
地址：
西固天鹅湖向西 200 米中国银行 9 楼（50 路水厂站中鹏佳园门口）

费斯坦精品英语 小升初分班考试＋先修 杨老师英语 小升初语数外 高中数学家教 中高考语文
小班额名师助力,个性化独特授课，设备全管理 上普通学校进重点班＝名校
严格，起分快稳步提升，中高考提 50 余分，签合 复习小学知识＋先修＝尖子生
保证成绩。
同分层教学。免费试听。电话:13893317435 测试入学 ，
13609332740,地址:耿家庄小学对面
广武门 李老师13919101362

辅 导. 快 速 提 本人运用提根模型法教授 紧扣大纲，自编讲义。归纳总
高中数学，依法解题，保证
多年
高 成 绩. 广 场 做一道会一类。第一轮复 结答题方法和出题模式，
文言文和作文的专
开 始 ，欢 迎 试 听 咨 询 。从事阅读、
13893252410 习
电话 18993035286 题讲座。18693078094

资深教师亲自主讲，
新
初一分班考试及先修，
小班教学，
中差生的福
音。1391928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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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暑假课程开始报名

8865286

8865294

16 年在职教学经验,2013 北大 1 人；2014 复旦 1 人；2016 上交
1人；2017天大1人；限招初一至高三学习态度端正有进取精神
的学员，小班教学，学不会不能回家。另开设物理，化学，英语
地址：
静宁路玉佛寺旁 18119386676

练字

招生

13919984950

十余年授课经验老师，
对中差生成绩提升
有独特方法，
免费试听，
保证成绩。2017
年中考提分 82 分。所带学生提分率高。
广场西口 18152072906

成人，
大中小学生，
学龄儿童。写
字专家逸飞老师主执教。电话：
15095326995（南关）QQ:
1315618517(方法独创！
）

兰大家教
免费试讲 1391913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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