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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起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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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从今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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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李栋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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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水平稳
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制度已普
遍建立，政策体系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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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省级统筹难以解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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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
统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尽快实现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
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养老保险抚养比相
差悬殊，
养老保险政策、
待遇水平仍存在差
异，
省级统筹制度还不够完善，
难以一步实
现基金全国统收统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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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下午，
韩
正副总理、胡春华副总理出席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贯彻实施工
作会议并讲话，
对实施工作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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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是
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对于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
持续性、均衡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
促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养老保险权
益公平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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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省份，得到
的拨付资金额大于上解的资金额，通过调
剂能够适当缓解基金支付压力，能够更好
地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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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参保人数起步初期暂按企业就业
人数和参保人数平均值核定。采取这种
办法，兼顾了养老保险扩大覆盖面工作目
标和当前实际，既可以增强对地方扩面工
作的激励，避免对参保率高的地方“鞭打
快牛”，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部分地方参
保 人 数 由 于 人 口 流 动 造 成“ 虚 高 ”的 因
素。随着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推进，对在
职应参保人数可逐步过渡到以覆盖常住
人口的全民参保计划数据为基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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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简单明了，也做到了公平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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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
建立中央调剂制度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
持续发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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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通过对离退休人数的核定，
对基
金支出管理不到位的地方体现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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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健全省、市、县基金
缺口分担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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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实施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之前累计结
余基金原则上留存地方，用于本省（区、
市）范围内养老保险基金余缺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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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国
家出台的各项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政策落
到实处，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中央财政大力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
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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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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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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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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