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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别如何调

目前，各地都已发布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不少地方已

经调整到位。

连续十几年，家住天津市南开

区的退休老人张贵昌总会在 7月份

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养老金年年

涨，前半年增加的养老金，都随着 7
月份的养老金一并补发。“经济发展

了，居民收入改善了，咱退休人员也

跟着沾光。”张贵昌说。

今年 3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 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

知》，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8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

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8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左右，预

计将有 1.18亿名退休人员受益。这

是国家连续第 15 年调整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

记者采访发现，在定额调整方

面，同一地区的退休人员统一增加

相同额度的养老金，不同省份从每

人每月 34元至 80元不等。其中，北

京每人每月定额加发 50 元，广东、

上海每人每月定额加发 60 元。西

藏自治区加发金额较多，每人每月

涨 80 元。辽宁按照退休（职）人员

参加工作的时间将定额调整分为 5
档，最高 70元，最低 25元。湖北按

照退休人员退休时间将定额调整分

为 3档。

为何不同地区定额调整额度不

同？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徐行说，养老金调整标准一般

会根据经济增速、物价上涨、养老金

收支水平、基金可承受能力等综合

因素进行测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不尽一致，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也

各有不同，这就决定了各地在制定

具体调整办法时会考虑到本地的具

体实际，地区之间的调整办法也因

此存在一定差异。”

如何体现激励又兼顾公平

记者了解到，本次养老金调整

既体现激励机制又兼顾公平。在挂

钩调整方面，主要与退休人员缴费

年限或工作年限、基本养老金水平

等因素挂钩。

第一种是与缴费年限挂钩。以

黑龙江为例，每满一年增加两元；内

蒙古自治区相关政策规定退休人员

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增加 1 元，不足

15元的，按 15元调整。

第二种是与本人基本养老金水

平挂钩，北京将退休人员 2018年年

底前的月基本养老金由高到低划分

三档，5459元（含）以上的每人每月

增加 45 元；3959 元（含）至 5459 元

之间的每人每月增加 55元；3959元

以下每人每月增加 65 元。通过采

取低者高调、高者低调的方式，保障

待遇水平偏低的人员能够适当多增

加基本养老金。

在各地的调整方案中，以下几

类退休人员将享受政策倾斜。

——高龄退休人员。在天津，

年满 70周岁不满 75周岁的退休、退

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30 元；年满

75周岁不满 80周岁的，每人每月增

加 50元；年满 80周岁的，每人每月

增加 70元。在湖北，对新中国成立

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的，每

人每月增加 30元；新中国成立前参

加革命工作享受薪金制的，每人每

月增加 25元。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山

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均规定，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在调整后，其基

本养老金仍未达到所在地区基本

养老金平均水平的，补齐到平均水

平。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

山西规定，一类艰苦边远地区退休

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10元，二类艰

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

加 15元。天津规定，国家规定范围

的艰苦边远地区的调整对象，每人

每月增加 15元。

——工伤退休人员。安徽规

定，企业一至四级工伤退休人员按

上述办法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本

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平

均额度的，按平均额度予以补齐。

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广东、

江苏两省的方案中养老金调整人员

范围较其他省份更大：广东沿袭

2016年以来惯例，将本年度上半年

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划

入本次调整范围；江苏今年首次将

本年度上半年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的人员划入本次养老金调整范围。

其他省份本次调整对象为 2018 年

12月 31日前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人员。

如何保证按时足额发放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养老

保险制度运行平稳，能够确保基本

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在国新办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

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月至 6月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入

1.9万亿元，支出 1.6万亿元，当期结

余 3000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超过 5
万亿元，可支付 18个月。

在此基础上，今年以来已经有

多项有力措施得到实施，保证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

——加大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力度，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

负担，帮助困难地区确保发放。今

年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3.5%，全年

跨省调剂资金规模近 1600亿元，将

进一步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负担，

加大对部分基金收支压力较大省份

的支持。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稳步实施。今年 7 月，国务

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说，国

资委研究提出了第三批 35 家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中央

企业名单，第三批划转企业范围进

一步扩大，划转金额大幅度增加，前

后三批共 53 家企业划转总额将达

到 6038 亿元。中央财经大学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这

项举措有利于充实社保基金，但目

前对于筹措到位的资金缺乏具体的

使用上的制度规范，应加快细化落

实资金使用细则。

——不断增加战略储备基金，

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投

入逐年增加。目前，国家已经建立

战略储备基金，全国社保基金已有

两万亿元左右战略储备。今年中央

财政安排企业养老保险的预算资金

达到 5285 亿元，同比增长 9.4%，地

方财政也相应做出了资金安排。

据新华社

各地上调基本养老金，

“十五连涨”如何顺利落地
今年年初，相关部委发布调

整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记者了解

到，目前各省份均已出台落实措

施，不少地方已经调整到位。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要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不断上涨的养老金

如何保证顺利落地？各地养老

金调整方案有何不同？如何体

现激励又兼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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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教育体育局 9月 18日在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称，近日，

网传“昭通第一中学校长彻私枉法，私自给关系学生分班”，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对此，昭通市教育体育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进驻昭通

第一中学开展调查。

经查，2019年秋季学期，昭通第一中学高一年级录取 1138人，未发

现违规招生录取的情况，没有违规就读“宏志班”“杉树班”及违规享受

相关资助政策的情况。网帖所列“2019级高一年级分班名单”和“推进

（荐）人”身份属实，被推荐学生中有两名为推荐人子女、两名为推荐人

亲属子女、7名为推荐人同事子女。

目前，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已责成昭通第一中学对存在问题整改。

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将对相关责任人按程序追责问责。

9月 19日，有媒体报道称，湖北省武汉市 20余名七旬老人参加同

学聚会时，主动签订《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承诺酒后一切意外与他

人无关。此后，该承诺书被网友简称为“饮酒免责协议”，在网上流传

开来。

“我已经步入老年，明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道理。难忘

的是少年同窗，青春朦胧，奋发图强、激情燃烧的岁月。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渴望和老同学叙旧游乐……甘冒发生意外的风险，自愿参加同学

聚会。”承诺书显示，“友谊需要法律保障。我郑重声明安全责任自负，

我会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慎重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同学聚会。如

果我参加了同学聚会，那是我对自身健康状况评估后的选择，与告知我

参加同学聚会的同学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饮酒过量，那是我自己要喝

的，与带酒的同学及参加同学聚会的同学没有任何关系……”

聚会的参与者严先生告诉记者，22名同学参加了此次聚会，所有

人都签订了承诺书。

据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 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行为人具有

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成年人在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

示，是合法有效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因为作

出该承诺而免除。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一艺术培训中心组织学生外出参加活动发生

交通事故。9月 19日，记者从滨海县教育局获悉，该培训中心被注销办

学许可证，停止一切办学活动。

今年 7月 15日，滨海天歌艺术培训中心组织家长和学生乘车从滨

海出发，前往上海参加音乐节活动，当车行驶至沈海高速公路大丰境内

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两名学生死亡。事发后，当地官方发布消息称，培

训中心没有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备外出参加活动，责令其停业。

9月 19日，记者从滨海县教育局获悉，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上级有关年检的规定，结合近年来滨海县校外

培训机构办学情况，该局决定对滨海县天歌艺术培训中心办学许可证

予以注销，停止一切办学活动。

据了解，此次滨海县被注销办学许可证的还有东坎镇南友爱幼儿

园和滨海亚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等其他几家幼儿园和培训机构。

云南昭通网传“校长私自给关系生分班”

官方：对存在问题追责问责

江苏盐城一培训中心带学生外出遇车祸

官方：培训中心已被注销办学许可

湖北武汉七旬老人聚会签“醉酒免责条款”

律师：不能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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