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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6日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同
意，人社部、财政部近日联合
印发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
接暂行办法》。 这是继国务院
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之后出台的又一项重要
政策，主要是解决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两大制度的衔
接问题。 暂行办法将于2014年
7月1日正式施行。

暂行办法规定，参保人员
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规定
的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申请

办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
手续，只要在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缴费年限满15年（含延长缴
费至15年）的，就可以从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并享受相应的待遇，
如果不满15年，可以从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参保人员无论是从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 还是从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
将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随同转
移，累计计算权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
长胡晓义26日说，2013年全国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总收入将近22500亿
元， 支出约18400亿元， 当期结余
4000多亿元，当期收支没有缺口。

胡晓义说， 养老金未来的支付
能力是一个非常宏观和专业的问
题，要分析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等因素后才能作
出财务上的精算。

胡晓义强调，种种对养老金缺
口的预判和预测，是对远期负责的
表现，是有忧患意识的表现，但拿
它来吓唬老百姓就不恰当了。

■据新华社

为什么要合并两项制度，
合并后的制度对参保者有什
么好处？记者26日采访了人社
部有关负责人。

问：统一之后，是不是每
个人都领取同样的养老金？

答： 两项制度合并统一
后，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领取
同样的养老金，而应当理解为
统一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同
等的机会和权利。

问：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比如说，
农民工是不是可以参加？

答：关于参保范围，意见
明确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
在校学生）， 非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
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于
农民工这样的城乡流动就业
群体，应积极引导其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既是使
用农民工的单位的法定义务，
同时也有利于这一群体将来
获得更高水平的保障。

问：意见对城乡居民缴费
标准，除了合并原来新农保和
城居保标准外，为什么增设了
1500元和2000元两个档次？

答：增设1500元、2000元
两个档次，使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缴费标准增加到12个档
次，主要是为有更高缴费意愿
和能力的居民提供更多选择，
这是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结
果，同时也使多缴多得的机制
更加明显。

问：有些人担心，参保居
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是不
是能全国通用、 终身不变？意
见对个人账户制度有哪些强
调和完善？

答：意见明确，国家为每
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也就是
说，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经建
立，社保管理机构就为其提供
终身服务， 无论在哪里缴费，
也无论是否间断性缴费，个人
账户都累计记录参保人权益。

如果参保人员在缴费期
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意
见规定，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
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
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迁入
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年
限累计计算。

即使是参加了其他的社
保制度（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 个人账户也可以全额
转移。除个人缴费外，政府补
贴、集体补助和其他资助也都
计入个人账户，体现了国家对
参保人缴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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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继续
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
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 。
个人缴费标准统一归并调整
为每年100元至2000元12个
档次， 省级政府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参保
的城乡居民自主选择缴费档
次， 多缴多得。 集体补助方
面， 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增加
了公益慈善组织的资助 。政
府补贴方面，《意见》 强调对
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人
员适当增加补贴金额， 并明
确规定对选择 500元及以上
缴费档次的补贴标准不低于
每人每年60元。

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
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无论在哪缴费，也无论是否
间断性缴费， 个人账户都累计
记录参保人权益。个人缴费、地
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
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
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
人的缴费资助， 全部记入个人
账户。 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
规定计息。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可
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关系， 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
部储存额，继续参保缴费的，缴
费年限累计计算。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细则出台 “十二五”末基本实现

城乡养老险设12档，最高缴2000元

到“十二五”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
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 并与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相衔接；2020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
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意见》 规定，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
生）， 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
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
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碎片化”问题初步破
解，让处于养老保障相对“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
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进” 可在职工养老保险参
保缴费，“退”可由城乡居保制度“兜底”。

“以前我只够
格回家买新农保，
可是待遇实在太
低了，所以这钱还
不如握在手里实
在。好在新农保和
城居保合并了，我
可以按城镇灵活
就业人员的标准
参保， 十几个档
次， 丰俭由人。我
挣得多，可以交得
多，村里和政府的
补贴相应也多，今
后领得也多，至少
能保障我的基本
生活。”
———广州打工仔
罗百虎

“总算赶上了
政府的养老好政
策。像我们这种家
庭，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费用太高，缴
不起。城居保每年
缴 100 元 以 上 就
行， 还可以承受。
参保后，自己心里
有了底，将来也能
给儿子减轻一些
负担。”
——— 重庆市巴南
区新民街社区居
民全晓蓉

职工、居民养老险衔接暂行办法出台
养老金无缺口：
去年结余超4000亿

养老心声

任务目标 参保人群 合并意义

回应

释疑
农民工可否参保
账户能否全国通用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十二五”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
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
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
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
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

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
施时已年满60周岁，在本意见
印发之日前未领取国家规定
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不用
缴费， 自本意见实施之月起，
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
年龄不足15年的， 应逐年缴
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
超过15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
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
缴费不少于15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人员死亡的， 从次月起
停止支付养老金。 有条件的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
实际探索建立丧葬补助金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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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前 ，
新农保的缴
费标准为5
档， 设为每
年 100 元 、
200元、300
元、400元、
500 元 5 个
档次。

城居保
的缴费标准
分为10档，
目前设为每
年 100 元 、
200元、300
元、400元、
500元、600
元、700元、
800元、900
元、1000元
10个档次。

如何缴费
自主选档，多缴多得

领取条件
年满60岁，缴满15年

养老
国家新政

缴费标准
设为12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