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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
忠日前表示，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是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逐
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国际性的发展
趋势。近 20 年来，全世界已有 65 个国
家提高了退休年龄。对于退休年龄政策
的 调 整 ， 特 别 是 适 当 提 高 法 定 退 休 年
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
种正常的公共管理措施和社会现象。”人
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说。

会影响青年人就业吗？

目前，全国每年有大学毕业生 700 多
万人，去产能也涉及近百万人的安置问
题。有人担心，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
可能会对就业造成进一步挤压，尤其导致
青年人就业空间大幅缩减。

“按照一般的想象，在就业上是老的
不退休，年轻的就进不来。实际上，在劳
动力市场上并不是绝对的一对一关系。实
际情况是，儿子很可能看不上老子干的
活儿。”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
亮认为，现实中，一些行业、单位缺乏
劳动力，相当部分劳动者退而不休，部分
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非顶替关系。
他指出，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取决于经济
发展和转型升级。延迟退休占用的就业岗
位并不会在太大的程度上替代青年人的就
业机会。

郑东亮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我国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办法，一年延迟
几个月，总体对就业影响有限；而且这种

影响分散到所有行业，因此对就业不会构
成大的冲击，也不会因此形成青年人就业
难现象。另一方面，考虑到从 2012 年开
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2020
年之后年均减少幅度将进一步加大，劳动
年龄人口从 2011 年高峰期的 9 亿多将减
少到 2050 年的 7 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
减少的趋势对冲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
策所产生的就业影响。

“不过，从国际经验来看，延迟退休
年龄对部分人群确实会带来一定影响，应
做好相应配套政策。”人社部国际劳动保
障研究所所长莫荣指出，不同劳动者拥有
的教育背景、职业技能等资源禀赋不同，
面临的家庭、婚姻、健康等个人情况也不
同，个体就业能力存在重要差别。比如，
在美国，60 多岁的老年工人中大约有四
分之一由于伤残或者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
继续工作。这就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就业
培训、劳动保护，减少就业歧视。对于无
法就业的老年人，要进一步健全相关社会
福利保障政策。

“应该看到，延迟退休年龄对大龄劳
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劳动者就业确
实会产生一定影响，对此需要开发更多的
适合岗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
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也需要加强对大龄
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郑东亮说。

是为弥补养老金不足吗？

养老金是不是马上就发不出来了？延
迟退休年龄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
力吗？

在金维刚看来，从国际上看，延迟退
休年龄的必然性应当是基于人口期望寿命
持续延长、受教育年限增长和老年负担代
际公平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因为养老金的
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的来源渠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单位
和个人缴费；二是财政补助；三是基金投
资收益。其中，财政补助是法定的基金筹
资来源。各统筹地区政府财政部门根据基
金当期征缴收入与基金支付的预算，安排
必要的财政补助并纳入财政预算，以确保
养老金的发放。

金维刚介绍，从我国养老保险的发展
情况来看，到 2015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总人数已经达
到 8.56 亿人，参保率达到 82%。基金总收
入达到 3.2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6.6%；基
金 总 支 出 达 到 2.8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0.2%。截至 2015 年末，全国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 3.98 万亿元，其中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4万亿元。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在财政补助的保
障和基金累计结余储备下是不会出现缺口
的。”金维刚说，实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收
支压力，但由于在延迟退休年龄方面将采
取渐进式的方式缓慢推进，因此对缓解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也有人比较关心，延迟退休政策实施
后，会不会对养老金待遇造成影响？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说，基础养老
金的确定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缴费基
数；二是缴费时间长短。从缴费基数来
说，延迟退休后，工资上涨的概率大；从
缴费时间来说，延迟退休后缴费时间延
长，基础养老金数额是增加的。

“延迟退休年龄之后，工作年限长了，
相应的缴费年限长了，相应的养老保险缴
存多了，同时工资还会上涨。根据‘多缴
多得、长缴多得’原则，虽然职工领取养
老金的时间有所推迟，但养老保险待遇和
养老金替代率也会相应提高。”金维刚说。

合理周密稳妥制定政策

人社部此前多次表示，在设计制度的
时候有几个考虑：一是小步慢提，逐步到
位。坚持每年只延迟几个月，经过相当长
一个时期逐步达到目标年龄。二是区分对
待，分步实施。不是对所有社会群体同时
实行延迟退休，而是选择现在退休年龄相
对偏低的群体，从这部分群体开始逐步实
施。三是预先公告，做好公示。广泛充分
地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尽可能地汇集民
智，凝聚共识。

莫荣介绍说，在国外，延长退休年龄
从立法到真正实行，往往也有一定的时间
滞后，并且真正实行后大都是采用“小步
慢跑”策略，并不是一步延迟到位。像日
本、韩国，从立法到真正实行，中间间隔
13 年，美国甚至更长。“有一定时滞主要
是有利于劳动者个人做出合理的退休决
策，有利于雇主安排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
资。”莫荣说。

“时滞不是越长越好，也不是越短越
好。时滞太长了，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
化，原来政策的合理性肯定大打折扣，并
且相当于上一代人提前为下一代人规定了
退休年龄，这也是不公平的。时滞太短
了，如意大利、爱尔兰等部分国家从立法
到真正执行的间隔时间只有一两年，也带
来很多教训。这些经验，我国可以充分借
鉴。”莫荣说。

金维刚说，鉴于退休年龄政策调整涉
及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在制定提高法定
退休年龄的政策方面，一是要以人为本。要
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不同需
求和切身利益，尊重公众的意愿和权利，依
法保障有关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二是要统
筹兼顾。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面，应
当综合考虑劳动力供需、教育水平、预期寿
命、基金收支等多种因素，统筹协调处理各
种关系。三是制定有关延迟退休政策不宜搞

“一刀切”，应当经过反复论证，力求制定的
有关政策合理、周密、稳妥，以便顺利实施
并保持平稳运行。

延迟退休年龄将如何“渐进”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刚过上午 11 点，北京市
石景山区乐龄八角南路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杨
楠楠就忙碌起来，不少老人
开始三三两两结伴来这里吃
午饭了。杨楠楠虽然刚到这
儿工作一个多月，却已经能
叫出每位老人的名字，也记
住了一些老人的口味偏好。

等老人们坐定了，杨楠
楠开始给他们刷卡、取餐；安
排好老人就餐，她还要和同
事一起去给需要送餐上门的
老人送餐。

“午餐是三菜一汤，主食
有米饭、馒头、发糕，菜品每
天都不一样，菜谱会定期更
换。”服务驿站负责人介绍
说，午餐每顿 12 元左右，他
们会根据年龄将老人分为
60 岁、80 岁、90 岁三档，相
应分别收取 10 元、9 元、8 元
的费用，差价由街道补贴，老
人也可以用老年券和助残券
免费就餐。

据了解，八角南路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于 2014 年 4
月投入使用，是石景山区较

早的一批养老服务驿站，200 多平方米的区域划分
为照顾区、助餐区、文化娱乐区和心理慰藉室，照顾
区又分为日托和短托，负责照顾老人全天的饮食起
居。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还与社区医院签约，为老人
提供医疗服务和紧急救助服务。

“像这样的养老服务驿站石景山区今明两年将
建成 25 家。”石景山区民政局副局长宋晓斌说，石景
山区已将居家养老服务体制改革列为今年民生类重
大改革任务，“十三五”时期末将建成街道养老照料
中心 9 家、15 分钟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50 家以上，基
本实现全区居家养老设施和服务全覆盖。

“作为规模较小的养老组织，‘驿站’是机构养老
和社区养老的补充。”宋晓斌说，驿站有离家近、便捷
等特点，就像“老街坊”一样照顾老年人的起居，居民
比较容易接受。“想住几天都行，没事在这儿待一会
儿也行，非常灵活。如果子女出差，也可以把父母委
托给驿站，在这儿短期居住，或请驿站的工作人员上
门服务，真正实现‘生活不离本社区，情感不离老街
坊、养老不离身边人’。”

“石景山区一共有 150 个社区，我们经过调查摸
底，根据社区老人的数量和需求设计了驿站的服务
项目和服务内容。”宋晓斌说，石景山区将陆续完善

“驿站式”养老服务模式，还将完成老年助餐服务体
系建设，即以中央厨房作为主渠道，以老年餐桌定点
服务商、社会机构自办的老年厨房为补充，依托“驿
站”，建立老年用餐分层补贴机制和送餐志愿服务补
贴机制，让老人可以就近居家养老。

北京石景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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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养老机构养老护理员短缺情况，同时

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和勤工俭学提供平台，郑州

慈善总会每年都选拔 100 名贫困大学生担任养老护

理员到市内 10 家养老机构完成为期 40 天的养老服

务工作，每个大学生因此可获得 4000 元助学金。活

动开展四年来，担任养老护理员的大学生已有 400

名。图为 7 月 20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爱馨阳光城老

年公寓，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大学生孔博在照顾老

人吃饭。 张 涛摄

海南海口：

“15 分钟生活圈”惠民又利民
本报记者 何 伟

海南省海口市开展“双创”工作未满
一年，成果丰硕：路面干净了，垃圾不见
了⋯⋯在享受着花园般城市带来舒适的同
时，路边摊的取消，也让平时在自家附近
就能吃到早餐、宵夜，买到蔬菜、水果的
居民感到些许不便。

为解决这个问题，海口市开始探索打
造 15分钟便民生活圈。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是指市民出
门步行 15 分钟，约 1 公里，就可到达以
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以低成本投入、
低利润收益、小型便民服务设施为特征的
经营项目聚集服务区域。具体经营项目包
括：早餐点、维修点、平价理发点、日杂
百货点等。

新颖的 LOGO、严格的认证制度、组
织居民评审团、引进修鞋修伞等便民新业
态，海口龙华区中山街道在西门外街尝试
打造的“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探索出一
条新路。

在美兰区，光明和琼苑两个居委会里
坐落着“老省委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服
务人口达到 7000人。

“老省委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所覆
盖的道路近 3 公里，该区域内共有 5 家银
行，2 所幼儿园，1 所中学，1 家大型超
市，还有特色女人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家电维修店、理发、杂货、水果店等各类
店面 120家。

与“老省委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紧
挨着的是龙华区大同街道“龙昆上村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两个便民生活圈紧密

衔接，最大限度地覆盖全部市民。
“龙昆上村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的

前身是一个便民疏导点，共设置有 59 间
简陋临时铁皮棚和 19 间固定铺面。以前
杂乱无章，污水横流、满地垃圾。为了改
变这个局面，龙华区对便民疏导点进行了
改造，完善道路基础设施，整体翻新原有
铺面外观和内部设施，建成统一美观的外
立面，打造成便民生活圈的核心地段。

“现在变得干净多了，而且生意更红火
了。”在“龙昆上村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
里经营早餐的王宁告诉记者。

海口打造便民生活圈，力求圈内业态
完整，缺什么补什么。

如何摸清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海口
市通过组织市民评审团，明确便民生活圈
商铺资格认定标准，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
参与积极性。

要想进入“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必
须经过由社区居民代表组成的市民评审团
的现场检查评分，达到合格标准才发放资
格证。

市民评议团成员姚锦汉介绍，要拿到
资格证需满足 4 个条件：一是要达到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二是
签订过“门前三包”责任书且落实到位；
三是食品店、餐饮店、美容美发店、小维
修店、药店从业人员要持有有效健康合格
证明；四是室内外环境整洁。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不仅仅是为

了满足市民的琐事需求。
在 “ 海 玻 路 15 分 钟 便 民 生 活 圈 ”

里，海口市投入 18 万元建设了秀中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站，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在社区晨练点设置体育健身设施，使居民
在 便 民 生 活 圈 内 也 可 解 决 健 身 、 娱 乐
需求。

海玻路所在的秀中社区还推出了“预
约服务”“延时服务”和“上门服务”等
多种措施，直接为辖区居民办理有关政府
公共管理和服务事宜，提供“门边”服

务，使居民不出社区，15 分钟左右就可
办结相关事务。

“完善医疗服务，满足居民健康需
求。”秀英区秀英街道工委书记李国新
说，秀中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了标准化建
设，为辖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
育、全科医疗等服务，实现了“15 分钟
医疗圈”，做到小病不出社区。

打造“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海口市
提出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以便长久服
务市民。

“龙昆上村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的
核心部分仅是不到 500米的一段路，但是
这里的铺面小、种类多，而且为了突出公
益性，还专门设置了一些免费铺面。龙昆
上村经济社主任黄礼坤说，这有利于集聚
多样业态，帮扶困难群众。

按照海口市的规划，今年将打造 63
处“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截至目前，有
29处已初具规模。

海口市“老省委 15分钟生活圈”内的平价菜店。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