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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媒体6月13日报道，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前一天在新加坡首次
会晤时， 接受彼此发出的互访
邀请。

这是朝美关系史上首次领
导人会晤。朝中社报道，朝鲜半
岛分裂后对立与敌对的70多年
间，朝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向和
解迈出第一步， 面对面站到了
对话的场合”。

朝美领导人同意互访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邀请
特朗普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平
壤， 特朗普也邀请金正恩访问
美国。 两名领导人认为互访邀
请将成为改善朝美关系的又一
个重要契机，“欣然接受”。

报道间接介绍金正恩与特
朗普所签署联合声明中的四
点，即建立朝美新关系、建立持
久稳固的半岛和平机制、 实现
半岛无核化以及挖掘和归还美
军遗骸。

就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报
道说，金正恩表示，应首先作出
决断，停止刺激和敌视对方的军
事行动。“特朗普对此表示理解，
说愿意在朝美善意对话期间停
止朝方视为挑衅的美国和韩国
联合军事演习， 向朝鲜提供安
全保证。”

叫停军演挑动盟友神经

特朗普会晤结束后举行记
者会， 展示没有体现在文件上
的会晤成果。

特朗普说， 他将叫停美韩
联合军事演习， 金正恩同意摧
毁一座主要导弹发动机测试
场。

特朗普有关暂停美韩军演
的言论“让人意外”，日本防卫
大臣小野寺五典13日似乎“不
解”。按照小野寺的说法，韩美
联合军演是否继续， 日方说了
不算， 但日方将继续与美方举
行联合演习， 同时坚持增强本
国防御能力； 日本防卫省力争
2023年引进美国陆基“宙斯盾”
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没有变
化。

韩联社12日晚报道， 特朗
普“爆炸性言论” 令韩国军方
“神经紧绷”。

就韩美联合军演， 韩国内
部意见分化。 政治保守派认定
这类演习是韩美同盟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另一种看法是，军演
规模和频率可以调整， 以配合
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所作努
力。

韩国国防部官员告诉韩联
社记者， 韩美双方没有就停止
联合军演磋商， 将经由军事和
外交渠道确认美方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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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解比例从3%起步
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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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将全面实现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游钧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表示，我国将加快完
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推进
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
2020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

游钧介绍，为确保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顺利实
施， 要加快完善相关配套保障
措施。 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管理，严格规范收支内容、标准
和范围，确保应收尽收，杜绝违
规支出。

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
将养老保险扩面征缴、 确保基
本养老金发放、 严格养老保险
基金管理、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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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业绩好的省级政府进行奖
励， 对出现问题的省级政府及
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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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信息、 数据互联互
通， 及时掌握和规范中央调剂
基金与省级统筹基金收支行
为。

2018.6.14��星期四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曾迎春A08 时事纵横

下月起企业职工养老金将迎重大调整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20年全面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日前，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
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的有关问题接受
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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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省份，上
解的资金额大于得到的拨付资
金额， 这些省份普遍养老负担
相对较轻，基金支撑能力较强，
调剂后不会因此影响当期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 实施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后， 中央财政现有
的补助政策和方式不变， 补助
力度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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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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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

朝媒说朝美领导人同意互访

特朗普：将暂停美韩联合军演

金正恩与特朗普6月12日
会晤当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与特朗普通电话。

安倍向媒体肯定美朝有关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声明，
称“金正恩承诺朝鲜半岛完全
无核化是分量极重的举动”。为

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 日本将
与美国、韩国推进合作。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3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只要国际
原子能机构能够重启核查，日
本愿意分担朝鲜无核化进程部
分初期费用。

连线

日本愿分担朝鲜弃核初期费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
前发布《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7年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
岁，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8‰，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6/10
万，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
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

专家指出，人均预期寿命
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
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可以反
映出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
低。 ■据新华社

连线

2017年我国居民
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

“双暂停”倡议切实可行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
表示，在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
晤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就已经
出现了积极变化。“朝鲜方面
停止了核试验，美韩方面在军
演问题上也作出了自我约束。
这在事实上就实现了中方提
出的‘双暂停’倡议。”

耿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
美韩军演，这再次证明中方的
倡议合情合理、 切实可行，不
仅符合各方利益，也能解决各
方最急迫的安全关切。

他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
的主张站得住脚，终将得到各
方支持。

美将向中国通报
美朝领导人会晤情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
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
将向中方通报美朝领导人新
加坡会晤的有关情况。

“应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邀请，蓬佩奥国务卿将于
6月14日访问中国， 双方将就
两国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
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朝领
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有关情
况。”耿爽说。

他表示，此访是近期中美
之间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
希望通过蓬佩奥这次访华，与
美方增进了解、 管控分歧、拓
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
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