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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上调窗口再启
2021 年伊始，
新一轮养老
金上调窗口再度开启。据悉，
2021 年城镇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养老金将
迎来 17 连涨，养老金上调方
案已在酝酿，或于近期加快出
台。此外，城乡居民养老金待
遇也有望上调，多地已在紧锣
密鼓推进。

2000 元补贴 360 元、缴 5000
元补贴 600 元。张盈华指出，
通过提高“入口补”，鼓励和引
导有缴费能力的人提高缴费档
次，
增强个人账户储备能力，
将
提高居民养老金保障水平。
多层次保障体系齐发力

为确保养老待遇稳步提
升，
2021 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基本养老金涨幅或在 5%以内
也在谋求新突破。
“当前，养老
自 2018 年起，
我国退休人 保险制度和资本市场的改革都
员养老金连续三年保持 5%左 进入了深水区，需要在坚持顶
右的上涨幅度。
“养老金与消费 层设计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协
”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
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关联，一 同推进。
方面可保证养老金购买力不下 长符金陵近日表示。
围绕养老金保值增值，养
降，同时使退休人员可以共享
经 济 发 展 成 果 。 综 合 考 虑 老保险基金投资正在提速扩
2020 年消费物价指数以及经 容。数据显示，第一支柱基本
截至 2020
济增速影响，
2021 年养老金上 养老保险基金方面，
已有 24 个省份启
调幅度将在 3%—5%之间。
”
中 年三季度末，
合同金额 1.1
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 动基金委托投资，
万亿元，到账 9757 亿元，其中
行研究员张盈华表示。
与此同时，多地城乡居民 21 个省份启动了城乡居民养
养老金调整方案也在密集出 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
第二支柱方面，全国建立
炉。其中，山西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省统一的城乡 年金的单位户数已超过 100 万
积累资金近 3 万亿元。1 月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础 户，
上，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 1 日，人社部发布《关于调整年
将年
险制度。个人缴 200 元政府补 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
贴 70 元 、缴 500 元 补 贴 120 金基金财产投资权益类资产的
元、缴 1000 元补贴 200 元、缴 比例上限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此外，
符金陵透露，
财政部
正配合人社部研究制定支持养
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的措施和
政策，综合利用税收优惠等手
段，布局多层次、
多支柱的养老
保险体系，
提高广大参保人员的
养老待遇水平。此前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也提出，
按照统一规范
要求，
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
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箭在弦上
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关键一环，养老保险基金统筹
层次也在逐步提高。今年 1 月
1 日起，湖北、浙江 2 省同时开
始实行养老保险基金全省统收
统支。据报道，
目前共有 29 个
省级行政单位业已实现或出台
了养老保险基金全省统筹的方
案，为“十四五”期间实现全国
统筹打下了基础。
针对
“十四五”
期间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的工作方向，中央
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中国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
强调：
“要在参保人员待遇计发
方面，进一步出台相关统筹制
度，
做到基本和补充结合、
公平
和效率兼顾，使人人享有适度
的养老保险。
”
（摘编自《经济参
考报》
《21 世纪经济报道》
）

政务服务
“总客服”
来了
国办日前印发《关于进
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的指导意见》，
明确今年
底前，各地区设立的以及国
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
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
现一个号码服务，各地区归
并后的热线统一为“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于
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
在地方设立的热线，以分中
心形式归并入所在地区的
12345 热线，保留号码和话
务座席。
根据指导意见，归并后
的 12345 热线将受理企业和
群众各类非紧急诉求，包括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

等领域的咨询、
求助、
投诉、
举
报和意见建议等。不受理须
通过诉讼、
仲裁、
纪检监察、
行
政复议、
政府信息公开等程序
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渠
道的事项，以及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
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项。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孙文剑表示，今后市民遇到
交通类问题，
既可以拨打全国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也 可 拨 打 12345 热
线。同时，
将利用这次归并契
机，
力争人工电话接听率达到
99%，并在目前平均电话接
听等待时间 34 秒基础上，不
断缩短时间，
让群众和企业少
等待。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

一句话

新闻

●为配合各地政府减少
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
减
少人员聚集等疫情防控政策
的落实，
铁路部门日前通知：
自2021年1月7日0时起，
旅
客在车站、铁路 12306 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等各渠道办
理 2021 年 1 月 6 日 24 时前
已购列车的有效车票退票时，
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摘编
自
“中国铁路”
微信公众号）

●近日，国办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
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
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明确取消供水、
供电、
供气、
供暖环节不合理
的收费项目。
《意见》还要求，
将城镇供水、配气、供暖价格
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
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摘编
自《每日经济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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