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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上调养老金四大看点

8月5日拍摄的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无人机照片）。
目前，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按照施工节点要求稳步推进。西安火车站改

扩建工程于2015年正式启动，采取“边行车、边建设”的施工方案，此次改扩建工
程将大幅提升该站的运输能力与旅客乘车环境。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

新华社天津8月5日电（记者周润健）“风
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北京时间 8 月 7 日 9 时 6 分迎来“立秋”节
气，夏尽秋来，金风渐至，传统意义上的秋天
从此开始了。专家表示，作为我国重要的岁
时节气，“立秋”这天，民间有“贴秋膘”“咬秋”
等习俗。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说，“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
此时节“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立了秋，
把扇儿丢”，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
要时刻，也称“七月节”。

“立秋”之日，我国民间一直流传着“贴秋
膘”“咬秋”的习俗。罗澍伟说，“暑伏”时节，
天气炎热，会出现食欲不振、身体消瘦等“苦
夏”现象，“立秋”至则需“贴秋膘”。据说，“贴
秋膘”的习俗源于清代，最初就是“立秋”之日
吃伏天里断供的“爆烤涮”。如今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副食供应的充裕，诸如白切肉、红
烧肉、炖鸡鸭、红烧鱼等常见于“立秋”时的百
姓餐桌。

“‘立秋’后适当‘贴秋膘’进补，可以提高
人体的脏器功能，但要因人而异。对于老年
人、儿童、胃火旺或肥胖者，以及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的人群，高蛋白高脂肪的摄入一定要
适量，否则容易‘上火’或积食造成消化不
良。应根据自身状况，调整膳食结构，均衡三
餐营养，可适时搭配一些具有健脾养胃、滋阴
润肺的果蔬，如苹果、梨、百合、山药、莲藕、萝
卜等。”罗澍伟说。

“‘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
泻。”罗澍伟提醒说，“西瓜等可以祛除暑日积
蓄在体内的暑气，但性属寒凉，食用要适量，
特别是在‘立秋’以后。”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5日电（记者李志浩
潘莹）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宝玲 8 月 5
日表示，乌鲁木齐8月4日开始第三轮核酸检
测筛查。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8月5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芮宝玲表示，
为确保全市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乌鲁木齐市
从8月4日开始，对出现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社区、居民小区、集中医学
观察点等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高危易感人群
进行新一轮核酸检测。

芮宝玲说，虽然新增病例呈下降趋势，但
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不容有丝毫放松。

此前，乌鲁木齐市卫健委表示，7 月 26 日
乌鲁木齐市多数区县免费核酸检测工作已基
本完成。从7月26日开始，乌鲁木齐市对天山
区、沙依巴克区等重点地区进行二次免费核酸
检测。

截至8月4日24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
诊病例618例(危重症9例、重症18例),其中乌鲁
木齐市614例、喀什地区2例（乌鲁木齐市输入
病例1例、乌鲁木齐市疫情关联病例1例）、昌吉
回族自治州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兵团1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22例，其中乌鲁木齐市120
例、昌吉回族自治州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兵
团1例；尚有1631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均已落地实施
养老金调整工作。今年养老金平均涨幅为
5%，各地都对一些特殊群体落实了倾斜政
策。北京市公布的2020年养老金上调方案显
示，定额调整方面，普涨50元。北京市的企业
退休人员已于7月15日领到补发的养老金。

今年 4 月份，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
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
确今年养老金全国总体调整比例按2019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确定。这也
是我国养老金连续第 16 年上涨，同时是从
2016年以来我国连续第5年统一调整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看点看点11 55%%是是“高限”
不得自行提高调整水平

按照人社部的统一要求，上调养老金的
对象是2019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各省以全国总体调整比例为高限确定本省调
整比例和水平。

在启动今年养老金调整工作时，人社部
有关负责人曾明确表示，对自行提高调整水
平、突破调整政策、存在违规一次性补缴或违
规办理提前退休的地区，将予以批评问责，并
相应扣减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综观今年养老金的上调，各地均保持在
上调5%的平均涨幅上。一些省份公布了养
老金人均上涨金额。青海省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增加基本养老金218元
左右；宁夏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每月调增172
元；云南省退休人员人均增加养老金 167.7
元；内蒙古养老金调整人均增加147.2元。

看点看点22 上海等地率先调整
有省份已在7月补发到位

按照今年调整养老金的办法，全国各地
均以人社部要求的“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
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调整养老金。

上海市率先发布今年该市上调养老金的
文件，上海市人社局今年5月发文，该市定额
上调养老金方面，每人定额增加75元。

各省份多在今年六七月份发布养老金的
调整方案。江苏省今年7月上旬发文，对917
万名退休人员定额每人每月增加 34 元养老
金。北京市在7月14日公布该市今年上调养
老金的方案，定额调整方面，普涨50元。

在定额调整的力度上，西藏的定额调整
金额为80元，为全国最高。上海市以定额增
加75元位居第二。

7月21日，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
隽介绍今年全国各地养老金调整情况时表
示，当时已有25个省份出台了本省份具体的
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方案。其余省份正在结合
本地区实际抓紧组织实施，争取尽快把调整
增加的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了上调养
老金的问题，将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
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且表示全
国近3亿人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
发放。

人社部也要求各地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提前做好资金安
排，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发生
新的拖欠。

记者梳理发现，有省份已在今年 7 月补
发到位。如北京市在7月14日公布上调养老
金时就明确，企业退休人员于7月15日就可
领到补发的养老金。

看点看点33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闽沪粤挂钩调整幅度大

除了定额调整外，挂钩调整主要是跟缴
费年限、养老金水平挂钩，体现“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长
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

如江苏省规定，基本养老金挂钩部分按
本人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的1.4%挂钩，缴费
年限不超过15 年的，每满1 年每月增加2 元
养老金。吉林省则规定，退休人员缴费年限
25 年以下部分，每满一年，每月增加 1.2 元。
吉林省明确，该省的挂钩调整水平为本人月
基本养老金的1%。

另外，在全国，也有挂钩调整水平较高的
省市。如福建养老金挂钩增加2.35%，上海养
老金挂钩增加 2.3%，广东养老金挂钩增加

2.2%，这三个省份是养老金挂钩调整比例超
过2%的地区。

因此，各地在发布养老金调整方案时也
明确，5%是平均涨幅，每个人领到手的养老金
同本人上年度的月养老待遇相比的具体增
幅，自然不会一样。

看点看点44 高龄退休拿得多
北京65岁起政策有“倾斜”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倾斜政策则对一些特殊群体有更多照顾。

人社部明确，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
地区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调整水平。继续
确保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当

地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要进一步强化激
励，适当加大挂钩调整所占比重。

今年，各地都按要求对上述群体进行了“倾
斜”。不过，各省对高龄退休人员的倾斜，年龄
起始线划分并不一样。江苏省对高龄退休人员
的倾斜从70岁开始，年满70周岁不足75周岁
的，在参加普调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25元。

北京市对高龄退休人员的倾斜从65岁开
始，北京市政策规定，65至69周岁的退休人
员每人每月再增加45元；70至74周岁每人每
月再增加55元；75至79周岁每人每月再增加
65元；80周岁以上每人每月再增加75元。

除上述调整外，一些省份还对部分群体
安排了特殊的调整养老金政策。如北京市今

年继续单列调整企业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
的老工人退休待遇。

北京市企业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
工人普遍在80岁以上，国家规定他们可享受
100%退休待遇。在今年的养老金调整中，仍
将按往年办法，以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进行调
整，即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
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375元；1945年9
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参加革命工作的，
每人每月增加345元。

“在上述两档标准的调整基础之上，他们
还享受高龄退休人员的倾斜政策，本次调整
普遍增加420至450元/月。”北京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乌鲁木齐市4日开始

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筛查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筛查

88月月77日日99时时66分立秋分立秋

（上接A04版）
王毅：最近美国在南海不断挑事：

一是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
公然介入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二是不
断加大和炫耀在南海军事存在，仅今
年上半年美国军机在南海的活动就多
达 2000 多次。三是大肆挑拨中国与
东盟国家关系，干扰“南海行为准则”
的磋商进程。美方的目的就是要把南
海搞乱，把地区国家绑上美国战车，从
而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地
区国家都要提高警觉，不能让美方肆
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成果。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
能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经过多年
努力，地区国家已经找到了妥善解决
分歧的有效途径，达成了中国和东盟
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明确共
识。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对话解决争
端才是最符合地区国家利益的正道，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地区国家共同的
任务。当前形势下，中方建议排除一
切干扰，尽快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磋
商，争取早日达成这一有利于维护南
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则。同时，中国
也愿继续同沿岸国加强海上合作，深
化安全互信，推动共同开发，真正使南
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

新华社记者：当前中美关系处于
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从现在到
11月美大选前，你对中美关系感到乐
观还是悲观？中美双方当前最需要做
什么？

王毅：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连
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我们也做好了中
美关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
从根本上讲，美国寻求将中国打造成
对手是严重战略误判，是把自身战略
资源投入到错误的方向。中方始终愿
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精神，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
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我们也必
将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的正当权利。美国应当履行《联合国
宪章》倡导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学会
并适应与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和平共
存，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现实。

面对中美关系建交以来的最复杂
局面，我们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
晰框架：

一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中美
关系要健康发展，关键是坚持相互尊
重。中国从来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的
大选和内政，美国也应该丢掉按自己
的需要改造中国的幻想，停止对中国
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停止对中国正
当权益的蛮横打压。

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对话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对话，问题只
会越积越多，甚至导致失控。中方对
话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愿秉持平等
开放态度同美方沟通交流，恢复重启
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中美利
益已深度交融，强行脱钩将使两国关系
受到长远冲击，危及国际产业链安全和
各国利益。疫情当前，我们愿与美方在
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互利合
作，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共同参
与和推动全球抗疫多边合作。

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这场
疫情再次证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
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
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
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
中美双方应当秉持人类情怀，履行大
国责任，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开展
必要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