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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老 金“ 双 轨 制 ”破 冰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今后咋养老？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决定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
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同时决定，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次提高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国务院决定全面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标志
着养老金“双轨制”的破冰，近 4000 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企业职
工一样缴纳养老金。曾经被许多人羡慕的“铁饭碗”被打破，那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今后咋养老呢？

人手一张社保卡，吃财政
饭的要缴养老金了
此次国务院明确养老金“并轨”在全
国范围同步实施，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
改革，这意味着全国所有按公务员法管
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
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内人员”，总数
近 4000 万的庞大群体都将启动改革。
长期以来，这部分人及其单位不缴纳
养老保险，退休后养老吃的是“财政饭”。
而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今后这些人群将
参照企业等城镇从业人员缴纳养老金，并
将发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从单位养
老转向社会化养老。
改革后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新的基本
养老金待遇分为两部分：
一是基础养老金，
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为确保改革顺利推
进，
国务院改革决定还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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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将保障改革
人群的新养老金水平不低于现有水平。
根据改革决定，基本养老保险方面，
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20%缴费；个人按本人
缴费工资的 8%缴费，本人缴费工资高于
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3 倍的部分不纳入缴
费基数，低于平均工资 60%的以 60%为基
数缴费，即
“300%封顶、60%托底”
。
比如，公务员小明除去津贴、补贴等，
每个月缴费工资是 5000 元，改革前单位
和个人都不用缴费，小明退休后照样有养
老金。改革后，小明每月要缴纳养老保险
400 元。
职业年金方面，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

额的 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4%
缴费。这样，小明又要缴 200 元，加上基
本养老保险的 400 元，一共缴 600 元，这笔
钱是从小明的月收入中扣除的，将进入小
明的养老金个人账户。连同单位缴费部
分，退休后按月发放。
如此一来，并轨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与企业职工的养老缴费和发放都基本一
致，
“ 体制内人员”以前的完全吃财政饭，
变为单位和个人缴费、财政承担养老保险
基金的兜底责任的多渠道筹资，形成单
位、个人、政府共担的新机制。

力保待遇不降低，老中新
三类人区别对待
改革后，
这 4000 万人的退休后待遇咋
样？决定明确，
对改革前参加工作、
改革后
退休的人员，
通过实行过渡性措施，
保持待
遇水平不降低。总的原则实际就是“老人
老办法、
新人新制度、
中人逐步过渡”
。
——
“老人”是指改革前已退休的人
员，他们原待遇维持不变，并参加今后的
待遇调整。
——
“新人”
是指改革后新参加工作的
人员，
他们将来退休时，
基本养老金为基础
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之和。这
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一致。
——
“中人”是指改革前参加工作、改
革后退休的人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
说，
“逐步过渡”政策主要是两条：
一是他们在改革前的没有实行个人
缴费的工作年限确定为“视同缴费年限”，
将来退休时在发给基本养老金的同时，再
依据视同缴费年限长短等因素发给过渡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徐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规划要求（见表 1）
表1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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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徐高速徐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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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8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多缴
多得、
长缴多得
一直以来，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往往
存在退休前突击提升职级、职称的情况。
随着改革推进，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
这是因为，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金按照职工退休最后一个月工资一起发，
并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进行调整，
这是造成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退休待遇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
改革后，将按照本人历年缴费多少、缴费

期长短来计算养老金标准。
这意味着，小明即使退休前没有被提
拔，但由于他的缴费年限长，也可能比他
的上司领的退休金要多。这也是一个重
大变革，有利于避免相互攀比，逐步建立
起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调整机
制。
此外，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必须实行
全国统一工资制度，由于工资结构不同，
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基本工资配发的退休
金与企业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当，但
是加上按照机关津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发的退休生活补贴，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金就高于企业基本养老金。如今，这一
因素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同样年龄退休的，计发
月数相同，所以缴费越多，待遇水平越高；
而同样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越晚，计发
月数越少，即除数越小，因而待遇水平越
高——这就是“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的
意思。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由于我国
地区发展差异大，各个行业、各类单位情
况复杂。国务院的改革决定是管总的，具
体到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还要
依据实际情况细化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实现公平养老
迈出关键一步
社会高度关注的养老金“并轨”改革终
于有了明确时间表。国务院 14 日对外公
布，决定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对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意
味着近 4000 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将
告别“免缴费”时代。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养老金“并
轨”改革决定的公布，迈出实现公平养老的
关键一步。改革刚刚起步，还有一系列配
套制度政策急需完善细化，确保改革稳妥
推进，顺利落地。
作为改革中的“硬骨头”，破解养老金
“双轨制”难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机
关事业单位现行的退休制度实行了近 60
年，养老金“双轨制”也并行了 20 多年，要
化解历史积淀下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间养老待遇差距问题，改革难度很大。早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一些地方和行业就开始
探索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2008 年国务
院还决定广东等五省市先行开展试点，但
皆因是自下而上的探索难有大的进展。
要破解这一改革难题，必须有顶层设
计，要自上而下推进。此次国务院公布的
改革决定，显示了中央动真格的改革决
心。
“一个统一、五个同步”的改革设想突出
了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综合平衡前后
左右的各种关系，如强调机关与事业单位
同步改革，避免单独对事业单位退休制度
改革引起不平衡；强调改革在全国范围同
步实施，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当前，社会各界对改革期望很高，如何
确保并轨顺利推进至关重要。改革不能一
蹴而就，要循序渐进。从目前方案看，为确
保能顺利推进，改革后的新养老标准与现
在水平不会相差太多，其中职业年金将发
挥关键作用。尽管不能立竿见影地缩小养
老待遇差距，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
养老待遇水平的逐年提高以及企业年金和
商业养老保险等补充养老的跟进，养老公
平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
鉴于改革牵扯全国公务员、医生、教
师、科研人员等群体的切身利益，各地区、
行业和单位应及早制定更具体、更细化的
实施方案，并针对“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中人逐步过渡”的原则分类细化到位，
不同类别适用怎样的政策，如何缴费，退休
金如何计发，都要有具体操作标准，改革的
资金来源也需要厘清，确保改革平稳过
渡。同时，要注意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落
实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标准等配套举措，确保“并轨”顺利，让每
个人都能拥有一个有保障的晚年。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徐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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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挂牌出让时间、
期限及地点
（一）挂牌期限：2015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2 日 10 时。
（二）挂牌申请截止时间：2015 年 2 月 10
日 18 时。
（三）挂牌报价地点：徐闻县国土资源
局一楼交易大厅。

性养老金。
二是设定一定期限的过渡期，在过渡
期内实行养老待遇的新老计发办法对比，
“保低限高”，这样，基本可以保证原有的
待遇水平不降低。
“特别要指出的是，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待遇调整不再与同职级在职职工
增长工资直接挂钩，而是与企业退休人员
以及城乡老年居民基本养老待遇调整统
筹考虑。”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这项改革确定职业年金与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这有利于构建多
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优化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养老待遇结构，力争保持待遇水平
总体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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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条件
（一）该宗土地挂牌成交后，涉及的有
关税费按规定缴交（具体详见税费测算缴
交清单）。
（二）交地时间：土地使用权成交之日
起 60 天内移交土地，并在移交土地当天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移交确认书》。

徐国土资挂告字〔2015〕第 1 号
（三）土地使用权成交之日起，竞得人
四、报名条件
必须在 10 天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并签订
（一）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四）动工建设及竣工时间：从接地之 均可申请参加报名竞买，竞买申请人可以
日起 1 年内动工建设，
2 年内竣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五）用地规划设计按照《徐闻县规划
（二）取得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建设局关于湛徐高速徐闻出口处 19008 平 对加油站规划点核准批文。
方米土地使用性质及主要规划条件的复
（三）竞买者必须提交由人民检察院出
函》
（徐规建函〔2014〕174 号）文执行。
具的无行贿犯罪档案记录证明。
用地规划：加油站用地面积 8630 平方
五、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及加价幅度
米，汽车养护车间用地面积 4466 平方米，汽
（一）挂牌起始价：贰仟零捌拾贰万元
车零配件批发零售、小型仓库、工场用地面 整（￥20820000 元）。
积 5912 平方米。
（ 二 ）竞 买 保 证 金 ：伍 佰 万 元 整
（六）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5000000 元），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定
权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 金。
策的规定执行。
（三）加价幅度：50 万元/次。

（四）本宗地设定保留价。
六、挂牌出让文件的索取及报名
申请人可在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0 日的工作时间，到徐闻县土地交易服
务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申请报名。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0 日
17 时。
七、本次挂牌出让宗地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联系人：李军、王万茂
联系电话：0759-4886997
传真：0759-4886996
地址：广东省徐闻县徐城城东大道北
段
徐闻县国土资源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

徐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徐国土资拍告字〔2015〕第 1 号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徐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 需缴交的有关税费按规定缴交 （具体详见税费测算缴
卖方式出让 2 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交清单）。
事项公告如下：
（二） 竞得人必须在土地成交之日起 3 天内签订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0 天内付清全部出让地
（一） 宗地位置：徐闻县徐城城东大道。
价款。
（二） 宗地面积：2 宗，15B-6 号后面积 120 平方
（三） 委托方必须在土地使用权拍卖成交当天按
米， 17D-82 号面积 56 平方米，具体详见拍卖地块起 现状 （宗地现状：周围基础设施已达到通路、通电和
叫价表。
通电讯） 移交土地，并和竞得人签订 《土地移交确认
二、拍卖出让时间及地点
书》。
拍卖会定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 （农历十二月廿八
（四） 竞得人必须从接地之日起 1 年内动工建设，
日） 9 时在徐闻县国土资源局六楼会议室举行。
3 年内竣工。
三、用地条件
（五） 用地规划设计按照 《徐闻县规划建设局关
（一） 上述 2 宗土地使用权拍卖成交后，竞得人所 于徐城城东大道两地块使用性质及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土地确权公告
湛国土资（公告）[2014]694 号

经审查，现将湛江市农业机械供应公司
申请登记其坐落在湛江市赤坎区劳动路 2
号，面积为 296.22 平方米，用途为批发零售
用地，权属性质为国有，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的土地使用权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告的
土地权利有异议者，请于 2015 年 2 月 2 日前
将异议书和相关的证明材料送湛江市国土
资源局赤坎分局地籍股申请复查。逾期没
有提出异议，即认为上述公告的土地权利有
效，
将给予办理登记。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

土地登记公告

的复函》（徐规建函 〔2014〕 35 号） 文执行。
（六） 未尽事宜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规定执行。
四、报名条件
（一）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报
名竞买，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
（二） 竞买者必须提交由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无行
贿犯罪档案记录证明。
五、竞买保证金和起叫价表详见拍卖地块起叫价
表，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出让合同定金，本次拍卖
宗地均设定保留价。

土地登记公告

湛国土资（公告）[2014]580 号

湛国土资开（公告）[2015]2 号

经审查，现将杨梓青、李美兰申请登记
其坐落在湛江市赤坎区金城新区二区一
号，面积为 1336.04 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
宅用地，权属性质为国有，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的土地使用权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告
的土地权利有异议者，请于 2015 年 2 月 2 日
前将异议书和相关的证明材料送湛江市国
土资源局赤坎分局地籍股申请复查。逾期
没有提出异议，即认为上述公告的土地权
利有效，将给予办理登记。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

经审查，现将湛江市东海物业开发有
限公司申请登记其坐落在湛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龙海天旅游区北区绿山花园，面积为
6867 平方米，用途为旅游用地，权属性质
为国有，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的土地使用权
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告的土地权利有异
议者，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20 日内将异
议书和相关的证明材料送湛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国土资源局地籍与测绘管理科。逾期
没有提出异议，即认为上述公告的土地权
利有效，将给予办理登记。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

六、拍卖出让文件的索取及报名
申请人可在 2015 年 2 月 3 日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的
工作时间，到徐闻县土地交易服务中心获取拍卖出让
文件，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为 2015 年 2 月 13 日 17 时。
七、本次拍卖出让宗地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
卖出让文件。
联系人：李军、王万茂
联系电话：0759-4886997
传真：0759-4886138
地址：广东省徐闻县徐城城东大道北段
徐闻县国土资源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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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头区南调街道林屋村
27 号罗秀兰遗失湛江市公
安局坡头分局 2006 年 11 月
21 日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
废。
●坡头区乾塘镇大仁堂村
134 号李卫兰遗失湛江市
公安局坡头分局 2008 年 9
月 9 日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
作废。
●坡头区龙头镇殷底村
127 号韩文泰遗失湛江市
公安局坡头分局 2012年 10
月 22 日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坡头区南调街道调高村
72 号刘真满遗失湛江市公
安局坡头分局 2006 年签发
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坡头区坡头镇杂货村4号
邓凯文遗失湛江市公安局
坡头分局 2010 年 11 月 3 日
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坡头区坡头镇麻登管区
麻登中村二队 73 号李足遗
失湛江市公安局坡头分局
2012 年 9 月 10 日签发的身
份证，
声明作废。
●坡头区南调街道李上下
村 36 号林华兴遗失湛江市
公安局坡头分局 2011 年 3
月 4 日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
作废。
●坡头区南三镇新南村委
会青训村 321 号傅康演遗
失湛江市公安局坡头分局
2010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
作废。
●坡头区乾塘镇七甲村 98
号陈金女遗失湛江市公安局
坡头分局 2006 年 10 月 21 日
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办中
间巷村付方方遗失湛江市
公安局坡头分局 2010 年 5
月 13 日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