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 众 的 事 要 当 自 家 的 事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前不久，国家信访局会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部门组成督查组，分

别到安徽、福建、湖南、重庆、陕西 5省市实地督查涉农信访事项——

积极回应群众诉求

“如果是自己家的事能拖 13年吗”

上访人湖南怀化市鹤城区盈口乡李女士反映，自
家 400 多平方米的房屋因 2002 年修建渝怀铁路被
拆，当时政府承诺半年内安置，结果一直拖延；类似
情况的还有 3家。

督查组刚到，当地干部就汇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
决——就在督查组到来前一天，相关部门与上访人签
了补偿金和宅基地安置协议，上访人承诺从此息诉
息访。

见到上访人李女士，她带着感恩和欢喜迎接督查
组：“有督查组作证，相信这一次政府不会失信。”另
外 3家也赶过来，充满感激地说：“没想到政府把我们
几家的问题一块儿都解决了，真好。”

2002 年产生的问题，直到 2015 年督查前才得到
落实解决，前后折腾 3 轮、历经 13 年，本来 10 多万
元能够解决的问题，最后花了上百万元。督查组针对
信访人已签订息诉息访承诺书的情况，提出了抓紧落
实，解决到位，并总结教训。国家信访局办信司胡丽
萍在督查组反馈意见会上说：“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
家事，是自己家的事能拖 13年吗？政府承诺半年内解
决，拖了 13年，政府的信誉何在？”全场鸦雀无声。

督查组指出，当地责任部门以往解决群众问题上
有措施无落实，有承诺无结果，失信于群众，引发群
众不满，才产生这一信访问题。

怀化市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一是抓紧筹措资
金，春节前向信访人支付协议约定的补偿金；二是组
织专门班子做好信访人安置房建设的矛盾纠纷协调和
手续办理等工作，确保信访人安置房春节后能开工建
设；三是对全市拆迁安置遗留问题全面梳理，集中
交办。

督查整改传导压力

“扪心自问，这点咱们做到了吗”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6 名村民多次上访反映，
2009 年区政府违法征收了该村 330 亩耕地，目前无其
他土地，也没有社会保障，要求赔偿损失并妥善安置
失地农民。

督查组查阅相关文书，并实地调查，发现土地征
收手续齐全，公示和补偿也到位，其中有 150 亩土地
属于储备土地，仍为农民种菜。督查组见到信访人，
他们反映，补偿费太低，不够交社会保障，部分失地
农民生活没有着落。

零陵区有关部门汇报时，一直强调政府在征地问
题上没有违规，补偿也是严格按照政策执行的。督查
组组长、国家信访局督查室副主任郭钦向提问说：

“征地补偿安置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征地农民原有生
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扪心自问，这点咱
们做到了吗？”现场瞬间安静。

零陵区委一位领导对记者说，督查组讲话语重心

长，传导了压力。当地党委政府当场表示成立专案督
导小组，重点对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予以关注，加快
落实惠民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湖南省宁乡县信访人小杨是一名“80 后”，通过
网上信访投诉宁乡县水泥二厂非法开采矿石，工厂附
近村庄常年遭受灰尘和噪音的烦扰，采石爆炸致使村
民房屋开裂，要求查处。

督查组到现场核实，情况与信访人的反映有一些
出入，开矿许可证有效期是到 2016 年，小水泥厂已
停工，两个立窑已经爆破。矿山现场一名正在砍柴的
妇女告诉记者：“窑炸掉了，我们终于不‘吃灰’
了。”但是村民反映，开采矿石的爆炸造成房子有裂
纹，村民都抢着拉记者过去看自家房子的裂纹。

开矿对周边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当
地政府没有人能说出来。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的干
部张宝提问说：“我们有哪位领导在矿山农户家住过
一晚，感受一下噪音到底有多大？”对群众的诉求不
能视而不见，督查组传导压力是对百姓负责。

宁乡县政府提出了整改措施，组织专业的评审和
检测机构，对受影响的村民房屋进行鉴定，督促矿方
按照相关标准赔偿落实到位。并将加强对采矿企业的
监督，逐步关闭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较大的矿山。

掰开揉碎详解政策

“心中亮堂了，不再疑心上访”

湖南省永顺县勺哈乡莲蓬村村民老王多次上访反
映，村级公路修建款 70 万元及群众集资款、水泥等
去向不明，国家移民款、扶贫救济款发放不公平等
问题。

问题很多，督查组到现场核查，发现信访人反映
的情况不属实：70 万元修公路拨款是该县“十二五”
期间农村公路畅通工程规划项目预算投资，并非事实
工程；修路的群众集资款、水泥等去向，已从会计、
出纳对村民集资的 18800 元集资款的收支公开账目查
实；移民款和国家扶贫救济款有“一卡通”相关转账
记录和村民签字。这些问题都不属实，信访人老王为
什么还是不停地上访呢？

湘西山高路远，督查组从乡到村颠簸一个多小
时，又步行 40 分钟后终于来到信访人所在村组。督
查组和老王拉起家常，就他反映的情况与查明的事
实，一点点揉碎、掰开地详解政策。老王最后承认
说：“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总是疑心村中有什么好处
自己没有得到，才去上访。”

事实真相清楚了，老王面露尴尬，但心中仍是不
服。他说：“好多年了，我就没有得到过政府一分钱
好处，从没有过让我签字领钱的好事。”

如何做通信访人工作，让他了解相关政策？国土
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中心副主任卢曦问：“老
王，你家有‘一卡通’吧？”他点头。“粮食直补打到

‘一卡通’里，你查过卡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卡有
啥用。”在场的人笑了，有人逗趣地说：“赶紧上银行
查一查，攒下不少钱了呢！”通过深入交流，老王心
中的疙瘩解开了，露出笑颜：“明白了政策，心中亮
堂了，不再疑心而上访了。”

这起信访事件反映出的最大问题在于，当地干群
之间缺乏沟通。对此，永顺县的整改措施是加强沟
通，密切干群关系，在莲蓬村召开群众大会，将老王
的信访事项涉及情况告知群众，加大村务公开的透明
度。同时，加大投入，做好莲蓬村电力线路改造和村
组公路硬化工程。

实账式账户运行问题多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是指资
金运行模式采取个人账户运行机制
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包括实账积累
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与名义账户
养老金制度。前者属于缴费确定型
的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存在实质
性的资金积累；后者则是缴费确定
型的现收现付制，这种模式下名义
个人账户仅充当记账的工具，个人
缴费以记账的形式记录下来，而无
实际资金积累,但国家保证个人退
休后能按时足额拿到钱。

1997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
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养老
体制的基本特点是“由基础养老金
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的社会统
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
统筹基金主要由企业缴纳，实行现
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基金由个人缴
纳，实行完全积累制。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
养老保险模式得到普遍认同，但是
个人账户究竟采取实账形式还是名
义形式，则是争论的焦点。

实行统账结合制度之前，我国
养老保险采取国家、单位保障制，
实质是现收现付制，存在着板块分
割、封闭运行、单位包办等不足
之处。

理论上，这一模式是养老保险
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混合模式，其中“基础养老金”体
现的是“社会互济”原则，而“个人账户”则充分体现了

“自我保障”原则，这种做法既能够使养老基金的收支在
一定期限内达到相对的收支平衡，又能够使个人账户有一
定积累，大大降低未来支付风险。

实际运行过程中，实账式的个人账户模式引发了很多
问题。首先是巨额的转制成本。实际上，我国并非一开始
就实行积累制,由于没有对转轨成本进行有效分摊，导致
全国各地并未做实个人账户，而是策略性地采取了“统账
结合，混账管理，空账运行”的措施,个人账户资金被挪
用于社会统筹的现收现付，形成了实际上的名义账户，致
使个人账户空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做实个人账户基金
的保值增值能力较差，为了保证个人账户“保命”资金的
稳定，其资金只能用来进行储蓄或者购买债券，这一投资
使得个人账户基金严重缩水，大大影响了老百姓的实际利
益。再次，做实个人账户对投资和消费具有挤出效应。随
着做实个人账户资金的逐年累积，社会总储蓄率逐年增
加，这笔存款若不能用于投资或消费，会使我国经济运行
中的投资率降低、依赖出口和消费率偏低等问题加剧。

有利于资金保值增值，增进百姓福祉

从理论上讲，采用名义账户的混合制统账模式，意味
着资金可以集中管理、分配，并可进行灵活的投资组合，
基金的收益率将会大大提高，更有利于增进百姓福祉。

首先，本质上讲，个人账户做实与否都不会改变所有
者权益。对企业参保职工来说，由于不能从个人账户随意
取现，因此它对职工养老金的支付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从法律意义上讲，投保者对其个人账户的记账资金都具
有财产权，在职工退保或死亡时个人账户余额可归参保人
或其继承人所有。

其次，这一模式可以降低缴费者的缴费率，提高其当
期的消费水平。影响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人口增
长率、工资增长率不变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收
益率的提高，意味着百姓可适当降低费率。

再次，可以提高养老金领取者的待遇水平，名义账户
下的资金与社会统筹资金混合管理，加强了资金给付能
力，可以提高养老金领取者的整体替代率。

另外，名义账户资金或全部分配到缴费者个人账户之
中，或全部划入社会统筹部分，可用于提高制度的支付能
力，减轻财政负担或未来缴费者的经济负担等。

名义账户可以使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混合管理，
这有利于实缴养老基金实际效用的发挥，有利于养老保险
基金的全国统筹，是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的有益路径。

资金的混合管理，一方面使得沉睡的个人账户基金得
以盘活，另一方面，配套的国家社保基金管理机制可使有
资质的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对这部分基金进行灵活投资，得
以保值增值。当然此种投资收益具有不稳定性，但是可以
通过如下配套制度予以化解：一是“风险准备金制度”，
即由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机构提取风险准备金，以备不时之
需；二是建立市场化担保制度，即运营机构购买“商业再
保险制度”；三是建立政策性的再保险制度，即成立“中
央担保公司”。

同时，这种混合型的统账模式可较好地节约转制成
本，混合管理制下的养老基金可以用来代际支付，这就降
低了国家财政对于转制过程中的贴补，节省了国家财政
支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指出，要完善个人账户制度，而不是做实个人账
户，这是个人账户改革的积极信号。总之，名义账户筹资
模式下的混合型统账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改革
的理性选择，有利于百姓福祉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名义账户是养老保险改革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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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啦（藏语对男子的尊称），我们马上就过来了。
村民们都通知到了吗？”前往恰巴村接种疫苗前，曲松再
一次在电话里跟该村的村医坚参确认道。

27 岁的曲松是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纳入乡卫生院
的一名大夫。虽然刚从西藏藏医学院毕业 1 年多，但是
基层的锻炼已经让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

下午两点，他和卫生院院长扎西要到离乡里最远的
日贡波村和恰巴村为婴幼儿接种疫苗。提前几天，曲松
就和两村的村医联系过了，让村医通知每一户有小孩的
人家。

把需要用的疫苗、针具都搬上车后，院长扎西当起
了司机，记者跟随两人，一路颠簸地出发了。

乡卫生院仅有 4 名医生，守护着全乡 10 个村 4600
多名农牧民的健康，虽然任务繁重，但是乡医们依然坚

持每月下乡，为农牧民送去医疗服务。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颠簸，曲松和扎西来到了恰巴

村。眼看村民们来得差不多了，曲松将村民们召集在一
起，扎西则用藏语给大家讲起了本次接种疫苗的名字和
用途，同时还给大家讲解了一些常见传染病的防治措
施。由于农牧民卫生意识淡薄且居住分散，扎西每一次
下乡都会抓住农牧民相对集中的机会给大家普及卫生
防疫知识。

宣讲结束，曲松和扎西开始给孩子们接种疫苗。对
于孩子们的哭闹，两位医生百般耐心，他们一边扮着鬼
脸逗着孩子，一边给孩子们接种。

由于乡医们经常来，和村民们非常熟悉，不一会儿
就顺利完成了在恰巴村的工作。两位医生又急忙赶往
日贡波村。

日贡波村离乡政府有 40 公里路程，由于这里没有
手机信号，到村里巡诊什么的信息都是通过带话方式。
在几天前，曲松也将要到村里接种疫苗的信息通过到乡
里来办事的人带话给了村医。但是究竟有没有组织好
村民？曲松心里还真没谱儿。

不过来到村里看到早已等待的村民，乡医们悬在嗓
子眼的心终于放下了。又是一番忙碌，终于给前来接种
的孩子们打完了疫苗。

看着册子上的 38 个名字，两位医生说不出的轻
松。本来应该接种的是 42 名，但有的孩子跟着父母外
出了。嘱咐其他家长帮忙给这 4 位没有带孩子来接种
的家长带信后，扎西和曲松开始了返程。

回到乡里已是晚上 7 点。在海拔 4200 米以上的地
方奔波了一下午，两位医生都已经很累了，却依然要把
今天的工作做完：清点好药品、针具才能休息。

纳入乡除了有乡卫生院外，每村还有 2 名村医。为
了提高村医的技能，乡卫生院组织村医进行了基本病情
诊断的培训，并在今年 1 月对他们进行了考核。现在，
纳入乡已经实现村村有医生、小病不出村。身为乡医，
曲松和扎西仍然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曲松说，希望能
够改善乡里的医疗设备，加大对医生的技能培训力度，
不断提高大家的医术，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农牧民。

村村有医生，小病不出村
——西藏江孜县送医疗服务到偏远农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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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飞呀
在公益组织慈缘基金会“蝴

蝶飞”脊柱畸形救助项目、武警总

队医院放射科和众多志愿者的帮

助下，日前，12 名患有脊柱畸形

治疗手术的藏族孩子在北京朝阳

医院完成了治疗手术。

2 月 7 日，来自微公益慈善组

织民心社的志愿者特意定做了美

味的藏族午餐和暖暖的奶茶，赶

在午饭前送到了孩子们面前，带

给他们家乡的味道。

李 哲摄

国家信访督查组在湖南一户上访人家中听取意见。 李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