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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汇川区大连路街道坪山社区党总支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辖
区，开展“垃圾分类·文明新风”主题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垃圾
的科学分类方法。图为志愿者在发放资料。 （记者 张婷 摄）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受
到百姓高度关注。是否强制、如何
购买、谁来监管？4月25日召开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部
门进行了权威回应。

是否强制购买？
与基本养老金有何区别？

“与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强制
实施不同，个人养老金由个人自愿
参加。”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说，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是由用人单位及其
职工建立、共同缴费，但个人养老
金只由个人缴费。

根据意见，个人养老金制度属
于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
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
者，就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据李忠介绍，我国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主要由三方面构成。第
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为主体部
分，截至 3月末，参保人数已达到
10.3亿人。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
和职业年金，截至 3月末，参加职
工达 7200万人。第三支柱个人养
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
务，此前还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这次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
施，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养
老保障需求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
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
金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

后能够再多一份收入，进一步提高
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李忠说。

他表示，个人养老金的缴费，
全部归集到个人账户、完全积累。
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
等条件后，可以自己决定按月、分
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转
入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后自由支
配使用。

参加人可用个人养老金购买
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
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
品，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买什么、
什么时候买，都由参加人自主选
择、自主决定。”李忠说。

如何开户缴费？
怎样选择投资产品？

个人养老金怎么缴，收益怎么
看，个人账户是关键。

按照制度设计，参加个人养老
金需要开设两个账户。一个是在信
息平台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
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等，另一个
是在银行开立或指定个人养老金
资金账户，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
集收益等，两个账户相互唯一对应。

参加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
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 12333、
商业银行等多个渠道开设，其中，
通过商业银行可以一次性把两个
账户开好。

“实行个人账户制能够方便个
人操作，更加直观体现个人权益，
为参加人提供完整记录和服务。”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说。
他表示，买一种还是买多种金

融产品，实行什么样的投资组合，
都可以在这个资金账户中完成，不
用跑多个金融机构。参加人的每
一笔缴费、投资等信息，都由个人
养老金账户记录；税收优惠政策的
享受、领取时个人养老金的转出，
也都是以个人养老金账户为基础，
可实时查询。

金额和投资周期方面，参加人
可以自主选择全程参加还是部分
年度参加。起步阶段年度缴费上
限为 12000元，只要不超过这个额
度，参加人可以自主决定缴多少，
本年度内既可以选择一次性缴纳，
也可以选择多次缴纳。

聂明隽透露，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
加，未来会适时逐步提高缴费上
限。下一步，人社部和相关部门将
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和其他
配套文件，进一步明确、细化操作
流程和参与标准。

谁来监管？
政策何时落地？

记者从吹风会上获悉，人社部
和财政部对个人养老金账户设置、
缴费上限、待遇领取等制定具体政
策并进行运行监管，金融监管部门
对个人养老金相关经营活动和产
品的风险性进行监管。

“我们将选择部分城市先试行
1年，再总结推广。同时会同相关
部门抓紧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做

好信息平台的对接测试。”李忠说。
一系列配套政策正在紧锣密

鼓地制定当中。
银保监会人身险部二级巡视

员王宏鹤表示，银保监会正在研究
制定商业银行个人养老金业务管
理办法、保险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
业务相关政策等，明确资金账户规
则和相关金融产品管理要求。

“个人养老金账户锁定到退
休，目的是体现养老属性，使个人
投入资金真正用于养老保障。”王
宏鹤说，监管部门将鼓励金融机构
推出更多有利于养老金稳健增值
的产品，探索通过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为参与人提供合理回报。同
时也将加强对相关金融业务监管，
严厉打击违规行为。

证监会机构部副主任林晓征
表示，证监会将抓紧出台个人养老
金投资公募基金配套规则制度，完
善行业基础设施平台，持续加强机
构和从业人员监管，推动提升管理
人管理能力和规范化运作水平，强
化投资者保护，保障养老金投资运
作安全规范，促进个人养老金高质
量发展。

“在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尽
快落地的同时，我们将牢牢守住
确保基本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
放这一底线。”财政部社会保障
司副司长郭阳说，今年将继续提
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目前正
在抓紧落实，争取把增加的待遇
尽早发放到位。

（据新华社）

是否强制、如何购买、谁来监管？
——权威部门回应个人养老金焦点问题

日前，新蒲新区新中街道文化社区以“服务百姓健康”为主题开
展义诊活动。社区康养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
建立健康档案，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讲解健康知识，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享受到暖心医疗服务。图为义诊现场。（记者 张婷 摄）

为全面提升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余庆县龙家镇在
光辉社区灯光球场应急避难所开展区域核酸检测演练。图为演
练现场。 （记者 一丁 摄）

为全面推进消防安全“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连日来，汇川区各镇
（街）组织4000余名消防志愿者深入辖区大街小巷，广泛开展火灾隐
患排查和消防宣传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王秦龙 摄）

本报讯 （记者 吴杰 徐茂
豪）近日，记者从遵义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获悉，该院产科MDT团队
通过全院大会诊成功救治两例危
重孕产妇。

据了解，患者罗某和袁某某均
怀孕 7个多月。患者罗某出现上
腹疼痛，怀疑急性胰腺炎并HELLP

综合征；患者袁某某因外伤后导致
出血，当天出现发热伴低体温、低
血压。两名患者分别由当地医院
转入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该院产科接诊后，由于情况紧
急，产科主任李权协同医务处积极
协调全院大会诊，组织重症医学科
二病区、麻醉科、新生儿科、感染

科、肝胆外科、血液内科、内分泌
科、影像科等相关专科专家，对两
位患者的复杂病情进行讨论和研
判，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病例讨论，
产科综合各专科意见，对两位患者
展开救治。

经过救治，目前两位患者的病
情得到缓解，患者袁某某已脱离生

命危险，患者罗某进行紧急剖宫产
后转入 ICU待康复。

“此次救治得益于医院多学科
平台的建立，产科MDT团队与院
内相关科室专家相互配合。医院
以患者为中心、以多学科专家为依
托，积极救治，使两位患者最终转
危为安。”李权说。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紧急救治两危重孕产妇

4月 25日为我国第 36个全国
儿童预防接种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确定今年的主题为“及时接种疫
苗，保障生命健康”。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
的有效手段，疫苗的发明和预防接
种是人类公共卫生的重要成就。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
生学院执行院长杨维中表示，我国
通过接种疫苗，实施国家免疫规
划，有效保护了广大儿童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

科学研究表明，当细菌或病毒
侵入人体时，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抵
抗这种细菌或病毒的物质，这种物

质叫做抗体。预防接种就是人为
地将经减毒或灭活等工艺处理的
少量细菌或病毒及其代谢产物接
种给人，使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或
细胞免疫反应，从而产生针对该种
病原体的抵抗能力。

专家介绍，5岁以下儿童免疫
系统发育还不完善，尤其是 6个月
龄以内的婴幼儿。婴幼儿和儿童
自身对病原感染免疫力较低，容易
使细菌和病毒乘虚而入。此时便
需要通过接种疫苗，来增强婴幼儿
和儿童对特定疾病的免疫力。目
前，接种疫苗是预防某些特定疾病
有效、经济的措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
显示，我国通过接种疫苗，实施国
家免疫规划，有效地控制了疫苗针
对传染病发病。通过口服小儿麻
痹糖丸，自 1995 年后，我国即阻
断了本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
播，使成千上万孩子避免了肢体
残疾；普及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
后，我国 5 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
携带率已从 1992 年的 9.7%降至
2014 年的 0.3%；上世纪中期，我
国麻疹年发病人数曾高达 900多
万，至 2020 年，发病人数已不到
1000 例；普及儿童计划免疫前，
白喉每年可导致数以十万计儿童

发病，2006 年后，我国已无白喉
病例报告……

广州市预防医学会首席专家
王鸣说：“回眸预防接种走过的历
程，所取得的成就令我们欢欣鼓
舞，面向未来，也令我们对预防接
种事业充满信心。”

保证每位儿童都能享受到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费接种服务，
不仅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更是每个
孩子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断提高
免疫服务质量，维持高水平接种率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据新华社）

国家卫生健康委：

及时接种疫苗 保障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