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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6日电 （记者潘
洁）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
高官会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会议主题为“六个国家，一个命运共同
体：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

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出席会议的湄
公河国家高官时表示，湄公河国家是中国
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合作伙伴，澜沧江－湄公河对话
合作具有明显的相互需求和良好的双边
基础。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不仅符合六国共同利益，也将有力促进东
盟共同体建设以及东盟一体化进程，并为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和东亚区域合
作发挥积极作用。六国要抓住历史机遇，
携手推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打造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

与会湄公河国家高官感谢中国举办
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
会，表示湄公河国家与中国建立对话合
作机制，有利于湄公河国家实现可持续
发展，缩小东盟国家发展差距，助力东盟
共同体建设。希望通过首次澜沧江－湄

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加强次区域
国家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社会人文
交流，促进整个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会议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和
泰国外交部副次长诺帕敦共同主持。柬
埔寨、老挝、缅甸、越南高官与会。

中国举办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

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首架原型
机进入总装和试验阶段的国产大飞机
C919将配备的航电系统，将是中美合作
的当今航空业“最强大脑”。

作为C919航电系统供应商，昂际
航电日前宣布，已向中国商飞公司交付
C919大型客机航电系统综合与验证试
验平台及首套用于地面试验的产品，
C919大型客机航电系统进入软硬件集
成测试验证阶段。

航电系统一直被誉为一架飞机的
“大脑”，它承担飞机核心数据处理、信
号传输、信号功能逻辑转换等重要功
能，飞行员通过它实现对复杂信息的融
合和处理、完成与飞控等系统交联和互
动，达到对飞机完全操纵控制并有效完
成飞行任务。

据昂际航电总裁仲安仁介绍，C919
即将配备的系统是当今“最强大脑”。为
C919提供的综合模块化航电技术是昂
际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核心，提供了可
扩展、易配置的开放式架构平台，为优化
飞机设计，提高飞机总体性能和指标提
供可能。这与波音787和777－X相同
技术平台的先进航电系统，代表了未来
航电系发展方向。

昂际航电作为全球开放式航电平台
唯一供应商。昂际航电是由中航工业和
美国GE公司各50％股份组建，2012年3
月注册成立，致力于成为全球性的民用航
电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总投资13
亿美元，总部落户于上海，去年底在美国
凤凰城和法国图卢兹设立了子公司。

据悉，昂际航电现阶段首要任务是
确保C919国产大飞机航电系统的集成
测试及飞行相关产品设备交付，为C919
首飞提供全力支持。

国产大飞机——

C919将装备
“最强大脑”

何时缴、缴多少、谁来缴
——三问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今日解读

国务院办公厅6日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意味着我国养老“并轨”又向前推进了一
步。那么，职业年金是什么，何时开始缴纳，12％缴费的比例意味着什么，钱又从哪里来呢？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今年就会
缴纳，与机关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是同步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机
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

“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补充养老保险。”金维刚说。办法明确，
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
人共同承担。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
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个人缴费
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4％，由单位代扣。

金维刚介绍，养老“并轨”后，机关
事业单位及其人员都要参加养老保险，
缴费标准和待遇发放与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是一致的，这部分养老金
的替代率（占在职工资的比重）不会超

过60％，而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养老金替代率在70％至90％。

为了保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
待遇不降低，职业年金将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通过投资运营等，预计能将替
代率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

“养老‘并轨’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
之一，就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收
入不出现大幅下降。”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陈步雷说，“通过综合测算，个人缴费
4％、单位缴费8％的职业年金可以满
足上述条件，与基本养老金一道成为养
老体系的两大支柱。”

何时开始缴纳

“我最关心的就是缴费基数是多
少！”国家某部委的公务员王钦任职正
科3年，月收入5400元左右，其中工资
只有1900元左右，其他都是津补贴。

“要是按照1900元的工资缴费，那就亏
大了。”他说。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
公务员和参公人员，缴费基数是上一年
的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补贴和已经
规范后的津补贴；对于事业单位人员，

缴费基数是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补
贴以及绩效工资。

“改革性的补贴、奖励性的补贴暂
时不纳入缴费基数。”这位负责人说。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机关事
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与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进
行。按照现行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分为
三部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三部分组成的，

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
“按照工资不同组成部分的功能定

位，合理的工资结构应该是基本工资占
主体，其他工资项目为补充。”李忠说，
这次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将通
过调整机关工资标准，并将部分津贴补
贴或绩效工资纳入基本工资，适当提高
基本工资的比重。

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转发了3个实
施方案：一是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
二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
整，三是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
的调整。目前，文件已经发到各单位。

缴费基数是什么

建立职业年金，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是：钱从哪里来？

办法规定，对于财政全额供款的单
位，单位缴费部分由财政支出，根据单
位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方式，每年按照
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工
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
计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

而对于非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缴
费由单位实际承担，采取实账积累。由
此形成的职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
资运营，按实际收益计息。

“公务员的供款渠道只有财政，所
以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财政是唯一的
供款渠道，不允许机关自筹自支搞小金
库。”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说。

这样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呢？
“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引导企

业年金更快地发展，使更多的企业职工
能够不但有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而且有
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保障，这样有利于
整个社会公平。”胡晓义说。

陈步雷也认为，职业年金与企业年
金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年金具有强制

性，而企业年金的建立是企业的自愿行
为。当前实施职业年金的重要原因，在
于为养老保险“并轨”减少改革阻力，在
短期内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解决之道
还在于完善企业年金。

“随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为
吸引人才，会在企业年金等方面给予职
工更好的待遇。”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
福灵说，国家也会逐步出台一些政策，
鼓励企业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越来
越多的企业建立起企业年金之后，企业
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会与机关事业
单位的看齐。”

记者徐博、赵宇航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钱从哪里来

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
险”，职业年金在一些发达国家
的养老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根据公开资料，记者梳理
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职业年金运
作方式。

德国早在 1889 年就以立
法形式确立了国家老年年金制
度，开创了近代国家由政府提
供老年年金之先河。德国目前
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法定养老
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
老保险三部分，其中的企业养
老保险部分等同于职业年金。
企业养老保险采取“直接支付
原则”，即职工在工作期间积攒
了多少企业养老保险，退休后
他就能得到相应数额的养老
金。目前，德国法定养老保险、
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
所支付养老金的比例大约分别
为70％、20％和10％。

美国的养老责任由政府、
社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在
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美国
政府和一些公司还建有各自的
退休金制度，即为美国版本的

“职业年金”。以美国政府制定
的“联邦雇员退休制度”为例，
政府工作人员除参加社会保障
制度、缴纳社保税之外，还必须
每月上缴工资收入的1.3％，政
府工作人员退休后可根据其退
休时的薪水、工龄长短等领取
相应的退休金。

英国的养老制度由国家养
老金计划、职业养老金计划和
个人养老金计划等三个支柱构
成，其中职业养老金参与者占
英国全部人口的45％左右，已
经成为英国养老金体系中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大部分退休
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所有年
收入7475英镑以上、年龄在22
岁到法定退休年龄之间、没有
参加任何职业养老计划的都将

“自动加入”职业养老金计划。
雇主缴纳雇员工资的3％，雇员
本人缴纳4％，政府以税收让利
的形式计入1％，合计8％的缴
费注入雇员的个人账户。职业
养老金计划积累的资金主要投
资于以股票为主的资本市场。

记者赵宇航、徐博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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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4月6日电（记者王小
旎）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6日
表示，受“反水货客”行动影响，今年复活
节假期访港的内地旅客数量同比大幅下
降约两成；今年3月赴港的内地旅行团
平均每日为320个，也较去年同期的平
均每日470个下跌逾三成。

董耀中当日对媒体表示，近来发生
的“反水货客”行动是继“非典”之后香港
旅游业界经受的一次严重打击。受访港
旅客及旅行团数量减少的影响，香港酒
店住房率及房价均有下跌。他说，内地
游客来港意欲下降，访港的东南亚及欧
美旅客数量也有下滑迹象。

董耀中认为，洗脱旅客对香港的负
面印象这一过程较为艰难，但香港旅游
发展局正在努力与旅游业、餐饮业及零
售业界探讨宣传方案，希望不久后会有
优惠政策推出，吸引旅客来港。他还说，
希望在业界努力向外推广香港的同时，

“反水货客”行动不要再出现，以免再次
影响香港在旅客心中的形象。

受“反水货客”行动影响

3月赴港内地旅行团
下跌逾三成

据新华社南昌4月6日电 2日下午
开始，江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和大暴雨天
气。受其影响，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
湖迅速“发福”。截至6日8时，仅4天时
间，鄱阳湖水位上升超过1.6米，突破12
米大关，通江水体面积扩大一半多。

受高空槽东移、低层切变线和西南
急流共同影响，从2日下午开始，赣北、
赣东北、赣中北部的30多个县市区出现
暴雨和大暴雨天气。截至5日上午 8
时，全省平均降雨量连续3天超过10毫
米，江西境内各大河流水位大幅上涨。

受此影响，鄱阳湖水位每天以超过
30厘米的速度上涨，正逐步恢复丰水期
烟波浩渺的景色。

鄱阳湖“发福”
4天扩大一半多

新华社南京4月6日新媒体专电 中国矿业
大学校方6日表示，在该校一实验室5日发生的
爆燃事故中，有1人死亡、1人重伤截肢、3人轻
伤。记者获悉，除重伤截肢者为江苏三恒科技公
司的江某外，其余死伤者均为中国矿大在校学生。

校方6日公布的伤亡人员情况显示，该校14
级汪姓男研究生经抢救无效死亡，向姓男本科生
双耳膜轻微穿孔，宋姓女研究生左耳膜穿孔，刘姓
女本科生左耳膜穿孔、左腿皮外伤。江苏三恒科
技公司江某重伤截肢。目前，3名学生伤情平稳，
将转入普通病房，江某需深度治疗。

5日中午，位于江苏徐州的中国矿大南湖校
区化工学院实验室发生爆燃事故。截至记者发
稿，事故原因尚未公布。

中国矿大实验室
发生爆燃事故
死伤者4人为在校生

据新华社广州4月6日电 记者6日上午从
广东省政府应急办及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政府获
悉，5日下午当地发生一起7人溺水死亡事故。

4月5日下午，潮阳区公安机关接群众报警称该
区金灶镇新林水库有群众溺水，需要救援。接报后，
潮阳区、金灶镇有关部门人员赶到现场组织救援。
至5日16时左右，共打捞起7名溺水者，经在场医生
进行抢救，但7名溺水者已没有生命体征，证实死亡。

记者从潮阳区政府了解到，事故起因系1名小
孩清明节扫墓后到水库边洗手时失足落水，其父
母、兄弟姐妹及其他亲戚等7人接连试图自行救援，
但因不习水性而相继溺水，最后仅1人存活。

广东省应急办信息显示，7名溺水死亡者中
有2名中学生和1名小学生。

广东汕头

一个小孩落水全家施救
7人溺亡

4月6日，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涌泉村的农民在疏摘桃花。
近年来，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加快开发桃花产业，通过建立桃花研究所、成立

桃花加工协会等措施，把昔日桃园里的疏花落花做成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当地农
民将在全县范围收购的桃花进行晾晒、烘烤，加工成洗浴、茶饮等用途的桃花制品，
远销国内外，年加工鲜桃花达100多万公斤，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

新华社发（赵东山 摄）

4月6日，游客在香雪园拍照留念。
近日，山东省夏津县黄河故道森林公园香雪园千亩梨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踏春。
据悉，香雪园景区面积1200余亩，有梨树上万株，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梨树2000

余株。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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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4月6日电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

治州政府新闻办6日晚发布消息，当日18时许，
楚大高速公路南华县境内一辆旅游客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

据通报，6日18时许，昆明国旅旅游汽车有
限公司云AL3356号旅游客车（核载39人、实载
36人，含驾驶员和导游）从大理驶往昆明，行至楚
大高速公路南华县境内K40＋800M路段时，车
辆撞上前进方向右侧护栏后，翻出有效路面。事
故造成4人当场死亡，3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29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到楚雄州人民医院救治。

云南楚大高速
一旅游客车翻车
7人死亡29人受伤

新华社郑州4月6日专电（记者双瑞、李亚
楠）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河南省长垣县铜塔寺
商业街一游乐设施在空中发生故障。记者从长
垣县委宣传部获悉，该故障造成19人受伤，其中
1人重伤，其余为轻伤或轻微伤，目前正在医院救
治，所有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该游乐设施已经被关停，业主已被警方控
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公安、安监、质
检、卫计等部门正在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河南一游乐设施
空中故障致19人受伤
目前已被关停，业主被警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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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4月6日电 据福建省安监
局消息，4月6日18时56分许，漳州市古雷腾龙
芳烃二甲苯装置发生漏油起火事故（上图为事
故现场）。

截至发稿时，中间罐区仍有2个重石脑油和1
个重整液储罐着火。漳州市消防支队正在现场处
置，保护中间罐区周边的储罐和装置。目前有1
人受伤，另有5人被玻璃刮伤，已送医院救治。

福建漳州古雷腾龙芳烃
发生二甲苯塔漏油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