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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当年响应政府计划生育的号召，
我们只生一个，
可如今我们老了，
养老却面临巨大的
困境。
”
自本报
“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开通以来，
许多独生子女父母反映了自己的养老问
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这一问题得到了多位代表、
委员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提交了《关于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的提案》，
呼吁解决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
（本报两会报道组）

建议提高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金
读者心声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盼关怀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母亲，
我和老
伴不仅晚婚、晚育还只生下一个女儿。
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
来养老”
，
我和老伴是老三届的知青，
回
乡后都分配在企业上班，
我们理所当然
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如今我们老了，
养
老成了大问题。45 岁时，赶上企业改
制，
我被迫提前下岗。那时候女儿还在
上大学，为了缓解老伴的压力，我只好
出来打临时工，一干就是 8 年。后来我
总算到了退休的年龄，由于工龄被买
断，我的退休金一个月不到 1000 元，随
着养老金13连涨，
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
起来才4000元，
老伴有高血压和支气管
炎，每个月除了生活开支和买药，剩下
的钱所剩无几。女儿常年不在身边，
我

们的年纪也越来越大，
期待政府能够给
予独生子女父母更多关怀，
改善我们的
养老环境。
（安徽宿州 彭艳敏 67岁）
当年响应政府号召，
我只生了一个
儿子，
2012 年，
因为一场意外，
儿子永远
离开了我们，
只留下一个两岁的孙女与
我们相依为命。经过 6 年的时间，我和
老伴已渐渐走出伤痛，
但随之而来的却
是养老的问题，早几年，孙女还在我们
身边，家里多个人还算热闹，孙女上学
后被儿媳接走，家里就我们两个人，想
找个人说话都难。我们想过住养老院，
但却负担不起两个人的费用，
我迫切希
望能有让独生子女父母可以享受优惠
的养老院，让我们安享晚年。
（湖北十
堰 李长明 71 岁）

委员提案 提高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关注
了独生子女父母的心声。
全国政协委员俞金尧认为，
当年为
国家需要作出家庭牺牲的独生子女父
母的养老问题，
更应受到国家关注。他
建议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规
定全国统一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
老补助。补助金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物价涨幅相联系，每两年调整一次，全
国标准的补助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
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全国标准的
基础上，上浮养老补助金，上浮部分费
用由地方财政负担；二是以财政、税
收、土地使用优惠等方面的政策，鼓励
兴办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院。对于接纳
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社会办普通养老
院，以接纳的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数
量为依据，适当减免税费；三是适当提
高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金。在政策所
规 定 的 退 休 金 的 基 础 上 ，上 浮 5% ~
10%的退休金；
四是大幅提高独生子女
费和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的奖励金；
五
是把各地实践中的行之有效的独生子
女养老办法上升为国家政策，例如“独
生子女护理假”，或适当延长独生子女
探亲假的时间；
六是允许已达到退休年
龄的独生子女父母投靠异地工作生活的
独生子女。
全国政协委员邓红也表示，和多
子女家庭养老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将
遇到更大的养老困境，应进一步完善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让“老有所
养”更加有保障。她建议，要进一步完
善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适应的养老政策
体系，制定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专题规
划，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政策
倾斜力度。如，出台鼓励子女与父母
就近或者共同居住的政策；为独生子
女父母提供必要的养老服务补贴和老
年护理补贴；设立“独生子女照料假”
等。应构建多元中国特色养老体系。
要充分发挥国有养老院的主体作用，
对属独生子女家庭的老人，实行依据
年龄阶梯性养老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设立
独生子女护理假之外，人社部还需创
新探亲休假机制，除按国家、省的有关
探亲休假办法执行外，应出台政策，凡
是成家后的独生子女，工作满一年以
上且与父亲、母亲都不住在一起，不能
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又没有寒暑假的，
均可每年享受带薪探望父母假一次，
假
期 20 天。

政府推进
8省建立带薪护理制度
其实，为了解决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
问题，
近年来地方政府已有了推进。
从 2016 年起，广东、江西多省都提高
了独生子女父母的补助标准。
《江西省城镇
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中规定，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对符合奖励条件的城镇独生
子女父母，每人每月发放奖励金 100 元，直
至亡故，并建立奖励金动态调整机制。深
圳市从 2016 年起，将独生子女死亡、残疾
的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至每
月 1000、800 元；广州市则从 2017 年 1 月
开始将独生子女父母纳入按月奖励，财政
每年增资约 1.2 亿元补贴相关费用。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完善独生子
女家庭护理假制度。到 2017 年底，包括黑
龙江、福建、河南、湖北在内的 8 个省份建
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理假制度，其
中，广西规定，独生子女父母年满 60 周岁
的，患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其子
女每年累计不超过 15 日的护理假。护理
期间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其用人单
位不得扣减；黑龙江规定，老年人患病住院
期间，子女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其陪护假，独
生子女的陪护假每年累计 20 日，
非独生子
女的陪护假每年累计 10 日，陪护期间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

专家观点
建立独生子女父母长护保险
长期研究中国老龄化的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老年学研究所所
长杜鹏对各位代表、委员的提案和建议表
示支持。对于具体的帮扶措施，杜鹏建议
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帮扶放到整个养
老社会保障体系中，
“ 不用单独建立独生
子女父母养老院，如果独生子女父母想住
养老院，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这样既解决独
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又促进整个养老体
系的推进”
。
另外，杜鹏建议通过建立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的方式来帮助独生子女父母，
“可
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的一部分用来购
买长期护理保险，通过加大对个人保险
的补贴，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提前做
准备。通过这种方式，给独生子女父母
提供将来的照料者或者说对照料者提供
支持，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
向。”杜鹏说。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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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工信部副
部长陈肇雄表示，工信部
将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
开展一系列工作，确保广
大用户在 7 月 1 日前享受
到取消流量“漫游费”这一
红利。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
营商也表示，将坚决贯彻
落实国家“提速降费”的新
要求，确保相关举措全面
尽快落地实施。
（摘编自《北
京晚报》
）
■数字中国
553 亿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在作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突
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
查职务犯罪 254419 人，较
前 五 年 上 升 16.4% ，为 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 553 亿余
元。严肃查办国家工作人
员 索 贿 受 贿 犯 罪 59593
人、
“围猎”
干部的行贿犯罪
37277 人，
较前五年分别上
升 6.7%和 87%。
（摘编自
澎湃新闻）

香油膏妙治
颈腰椎 膝关节病
人过中年，
很多人站也不
舒服，
坐也不舒服，
觉得浑身上
下像生锈一样，
最初不在意，
直
至腰膝关节疼痛麻木、
肿大变
形，
严重影响到生活。
【千年活
骨膏】是以跳伞员腰膝关节病
为课题，
潜心研制而成的准字
号产品。其方精选骨碎补（补
骨生髓）、
千年健（祛痛消肿）等
36味地道中药，
遵照古法加入
香油，
手工熬制成膏。适用于
膝关节退变、
骨刺、
滑膜炎、
半
月板损伤、
颈腰椎间盘突出、
膨
出等症引起的疼痛、
肿胀、
僵
硬、
坐骨神经疼、
蹲起困难等病
症。经络疗法，
穴位贴敷，
按疗
程使用效果更佳。千金易得，
健康难寻！免费热线：
400-000-6578
400-999-6131（北京空总医
院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费邮
寄，
药到付款。陕食药监械
（准）字2014第2260065号 陕
医械广审(文)第 2017060092
号请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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