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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调整国道G225望楼
大桥交通管制方式的通告

因国道G225望楼大桥改建工程的需要，为确保交通和施工安
全，需调整该桥路段的交通管制方式，具体管制事宜如下:一、管制时
间: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4月20日。二、管制方式:1、望楼大桥
全封闭施工。2、小型车辆以及行人从钢便桥通行。3、禁止中型（含）
以上车辆从钢便桥通行。绕道路线如下：利国镇（望楼大桥海口方
向） 国道G225 黄流 黄流互通 G98 高速 九所互通 省道
S313 九所镇 国道G225 利国镇（望楼大桥三亚方向）。

届时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交通标志标牌指示行驶，服从
现场交警、交通疏导管理人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由此带来的交
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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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海关委托，本公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jd.

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
涉案船舶“QN-6323”内河运输干货船，标的竞买保证金：4万元。
拍卖时间：2018年6月28日10时至2018年6月29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
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该标的船舶长期闲置，处

于不适航状态；注册地在越南，为内河水道运输船舶；委托人和拍卖人
均对该标的不做市场流通保证，不承担为买受人办理船舶上牌、过户等
手续的责任。）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
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
名认证，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
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
的相关准则。也可登陆海口海关网址查询。

标的展示：2018年6月26日至27日；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请提
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并预留身份证复印件备案。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889413333杨先生 13698986958李先生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92

（180614期）

鼎胜月亮湾项目位于昌洒镇月亮湾起步区，建设单位为海

南文昌嘉盛投资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170446.49平方米（折合

255.54亩），项目用地属《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

围内，规划方案经市第45次规委会审议通过。现报来方案规划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264875.40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87491.13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77384.27平方米），容积率

1.10，建筑密度24.10%，绿地率45.5%，停车位1620个，其中项

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2333.00m2，申请补偿建筑面

积 2026.89m2，补偿后计容建筑面积 189518.08m2，容积率

1.112，以上规划指标符合项目土地出让条件。为广泛征求规划

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及《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

行办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

太阳能补偿面积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6月14日至6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

yh@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

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鼎胜月亮湾项目修建性详细
规划及太阳能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06HN004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省卫生学校校医室大楼一楼、二楼房屋
招租。

1、项目详细情况：海南省卫生学校位于海口市秀华路32号，处
于海口市秀英区老市区，临近省人民医院，校医室大楼一楼招租面
积771.2m2，二楼招租面积316.8m2，挂牌底价201万元/年，保证金
60万元。

2、租赁期限：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为3年。
3、公告期：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6月28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0
（杜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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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
“期货+保险+扶贫”为约1万户胶农提供1.79亿元保障——

海南证券期货业助力脱贫攻坚显成效

海南省农信社以科技引领创新，打造更加智慧、贴心的“指尖”金融——

“草根”银行的金融“黑科技”

沪指收盘跌近1% 再度逼近年内低点

立足长远 逢低分批布局

海南邮储星级网点的“心”服务

斥资3.2亿元整合生殖医学资源

康芝药业重组方案“缩水”

(H03)

实行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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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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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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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出台《通知》的背景。
答：近年来，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覆盖面
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加，但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和就业多样
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地区
间抚养比差距扩大，省际之间养老保险
基金负担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
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在全国范围对
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先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实现
全国统筹的第一步。今年5月11日，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作了
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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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
理就做好实施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问：《通知》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是什么？

答：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的总体思路是，在不增加社会整体负
担和不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基础
上，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实现基金
安全可持续，实现财政负担可控，确保各
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通知》明确，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促进公
平。通过实行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统
一调剂使用，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
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整体抗风险能力。
二是明确责任。实行省级政府扩面征
缴和确保发放责任制，中央政府通过转
移支付和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进行

补助，建立中央与省级政府责任明晰、
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三是统一政
策。养老保险制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
完善，已经实现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但在缴费比例、缴费基数核定办
法、待遇计发和调整办法等方面地区之
间仍有差异，通过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
实施，有利于逐步统一各地相关政策，
最终实现养老保险各项政策全国统
一。四是稳步推进。合理确定中央调
剂基金筹集比例，2018年从3％起步，以
后逐步提高。进一步统一经办规程，建
立省级集中的信息系统，不断提高管理
和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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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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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中央调剂基金如何管理和使用？
答：《通知》明确，中央调剂基金是

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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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基金安
全。中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定支，当
年筹集的资金全部拨付地方。拨付
时，根据筹集的调剂基金总额和全国
离退休人数计算人均拨付额，再乘以
各地离退休人数计算应拨付资金。退
休人员多的省份，得到的调剂金相应
较多，有利于帮助部分老龄化问题突
出省份解决基金收支缺口矛盾。

问：建立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后，中央
和省级政府养老保险责任如何划分，会
不会出现地方依赖中央的情况？

答：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必须
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如果地方想

方设法“少交多得”，将加大制度运行
风险。《通知》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和
具体的激励约束措施：

一是制度内在设计上体现激励约
束。计算上解资金采用的上解工资基数
和人数，不受各地实际征缴收入的影响，
各地经过努力多征缴的基金，可以留在
本省使用，体现了对扩面征缴工作到位
的地方的鼓励。二是明确省级政府承担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弥补基
金缺口的主体责任。中央政府在下达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和拨付中央调剂基金
后，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由地方政府
承担。各省市要通过盘活存量资金、处置
国有财产、财政预算安排等多渠道筹措资
金，解决基金收支缺口问题。三是健全
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险扩面征缴、
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严格基金管理、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落实等情况列入省
级政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对工作业
绩好的省份进行奖励，对出现问题的省
级政府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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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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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通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实施？

答：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是加
强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全局。《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密切协调配合，
精心组织实施。

为保证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顺利实
施，主要采取四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完
善省级统筹制度。各地要加快推进省级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2020年全
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打好基础。二是强化基金预算管理。各
地要加强基金预算编制和审核工作，严
格规范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强化基金
预算的严肃性和硬约束，确保应收尽收，
杜绝违规支出。三是建立健全考核奖惩
机制。将各省（区、市）养老保险扩面征
缴、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严格基金管
理、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落实等情况列入
省级政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对工作
业绩好的省份进行奖励，对出现问题的
省级政府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四是
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养老保险缴
费以及待遇查询系统、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建立全国共享的
中央数据库。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
之间实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及时掌握
和规范中央调剂基金和省级统筹基金收
支行为，防范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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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突出问题，围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养老保险制度目标，坚持促进公
平、明确责任、统一政策、稳步推进的基
本原则，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作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
步，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负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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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指出，要健全保障措施，确保
制度顺利实施。一是完善省级统筹制
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

二是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确保
应收尽收，杜绝违规支出。三是建立健
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险相关工作
情况列入省级政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
容。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养
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查询系统、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以及全国共享的
中央数据库。

《通知》强调，建立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改革、发展和
稳定全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
一思想，加强领导，密切协调配合，精
心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顺利实施。

国务院印发《通知》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今年7月1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