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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政策“看得懂”·养老待遇“算得清”：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
如何算？

一、基本养老金领取条件（须同时满足）

（一）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个体参保人员达到规定的领取基本养老金
年龄，即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 50周岁（在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满 55周
岁）。

（二）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不含折算工龄）〕满十五年。

二、基本养老金如何计算

本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个人缴费基数、上一年四川省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与基本养老金息息相关，并且“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一）基础养老金

2

基础养老金 =
上一年四川省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 × 1+ 个人平均

缴费指数
）（

×缴费年限×1%

特别提示：
1.2018年度四川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0464元，月

平均工资为6705.33元。
2.个人平均缴费指数与缴费基数高低相关，缴费基数越高，个人平均

缴费指数越高，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
3.个人享受基本养老金与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退休时间

的早晚直接挂钩，缴费年限越长，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

（二）个人账户养老金

退休年龄对应的计发月数
个人账户养老金 = 退休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

特别提示：
个人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累计的储存额越多，领取的个人账户养

老金越高。

（三）过渡性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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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渡
性

养
老
金=

上一年四川省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 × 1+ 个人平均

缴费指数
）（

1995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未建
立个人账户的
累计缴费年限

× ×1.3%

特别提示：
1996年1月1日及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无此项待遇。

（四）增发养老金

上一年四川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个人平均缴费指数×累计
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增发比例

增
发

养
老
金=

增发项目

独生子女

1995年12月底前获得国家级劳动模范

1995年12月底前获得省部级劳动模范
（一次）

1995年12月底前获得省部级劳动模范
（两次及以上）

高级职称

终身无子女的退休人员

增发比例
（或标准）

0.10%

0.30%

0.10%

0.20%

0.10%

40元/月

增发项目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特、一、二等奖）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四等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特、一、二等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三、四等奖）

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累计满
15年

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累计满
10年不满15年

终身无子女的孤寡退休人员

增发比例
（或标准）

0.30%

0.20%

0.10%

0.20%

0.10%

60元/月

增发项目：

退休年龄

45岁

46岁

47岁

48岁

49岁

50岁

51岁

计发月数

216

212

208

204

199

195

190

退休年龄

52岁

53岁

54岁

55岁

56岁

57岁

58岁

计发月数

185

180

175

170

164

158

152

退休年龄

59岁

60岁

61岁

62岁

63岁

64岁

65岁

计发月数

145

139

132

125

117

109

101

退休年龄

66岁

67岁

68岁

69岁

70岁
及以上

计发月数

93

84

75

65

56

退休年龄对应的计发月数：

养老金是怎么计算的？退休了能领多少钱？养老金高低和缴
费基数高低有关吗？养老金高低和缴费年限长短有关吗？……今
天，针对参保居民关心的问题，小编从“资阳人社”微信公众号推文，
了解了基本养老金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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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各用户：
因天然气工程施工需要，拟定于

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13：30-17:30
在康乐中路片区范围内停气。

请广大用户做好停气准备，关

好家中闸阀，注意安全。
咨询电话：028-26200915
特此通知。

资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片区停气通知

监测点（个）

45

监测数（数）

45

合格件数（件）

45

合格率
（100%）

100

不合格指标
及标准限值

无

备注

资阳市城区市政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2019】4号

2019年第二季度，经我局对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供城区范围内的生活饮
用水用户水龙头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测，监测出厂水3个、末梢水42个，每个点检
测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耗氧量、氨氮、菌落总数、总大肠菌
群等指标，所检项目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之规定。

2019年第二季度

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7月10日

资阳市城区集中式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2019】3号

2019年第二季度，经我局对资阳市水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生活饮用水
用户水龙头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测，监测出厂水3个、末梢水9个，每个点检测色
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耗氧量、氨氮、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等指标，所检项目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之规定。

2019年第二季度

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7月10日

监测点（个）

12

监测数（数）

12

合格件数（件）

12

合格率
（100%）

100

不合格指标
及标准限值

无

备注

停电时间：2019年 7月 17日
08：00—18：00

停电线路：10kV外周 II线金
德#25 开关与外环路口#1 环网
柜#2 开关之间线路；10kV 刘外
线赛特#24 开关与晨风#1 环网
柜#2开关之间线路

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停电范围（台区）：资阳雁江

区外环路：10kV外周二线槐树人
家箱变、槐树移动基站、四川省
敬德电器开关厂配变、碧水鹭洲
施工用电、金德管业安置房配
变、槐树村3社赔偿房配变、市政
管理处(临江味业)、临江味业#1

配变、临江味业#2 配变、征峰胶
鞋职工宿舍、市政管理处（湿地
公园二号道路）、周祠村 14 社配
变、周祠村 18 社配变、川雁机械
厂配变、市政管理处（九曲一号
别墅群河对面）、交投房地产施
工用电

备注：遇雨顺延；特殊情况
将延长停电时间，请以上用电客
户做好停电准备，因停电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需进一
步了解详情请拨打电力服务热
线“95598”。

2019年7月10日

尊敬的凯旋国际三期高层业主：
感谢您选择凯旋国际，由我

司建设的凯旋国际三期高层 22
栋、24栋住宅楼现已顺利完工，将
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和 28 日对该
两栋进行集中交房。届时敬请上
述楼栋业主携带相关资料，准时
前往凯旋国际营销中心现场办理
交房手续。同时，我司按照《商品
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联系方式及
地址向买受人邮寄《交房通知

书》，如因买受人联系方式及地址
变更而未书面通知我方，或买受
人自身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收到
的，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日视
为已送达。78-140㎡实景准现房
火热销售中，纯生态湖居，尽在凯
旋国际，献给最懂生活的您！详
细请咨询：028-2657 7777。

特此公告，恭候亲临！
四川筑鼎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 新华社记者 胡浩柯高阳王子铭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近日印发。这是新时代我国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纲领性文件。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义务教育具
有奠基性作用，被视为现代国民教育
体系的基石。针对在这一阶段如何全
面发展素质教育、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解决教育“指挥
棒”问题等热点难点，意见都作出明确
部署。

“五育”并举，着力解决素质
教育落实不到位问题

重智育轻体育美育、学生综合实
践能力相对缺乏仍是当前一些中小学
存在的问题。

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在德育方
面，意见要求深化课程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
协同育人。打造中小学生社会实践
大课堂，广泛开展先进典型、英雄模
范学习宣传活动等。为强化体育锻
炼、美育熏陶和劳动教育，意见提出
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合格标准，鼓
励地方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公共
运动场所，鼓励专业艺术人才到中小
学兼职任教，优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结构，确保劳动教育课时不少于一半
等具体要求。

“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大大强化劳动教育的地位，而
不像过去那样是一项简单的活动。只
有进了体系，才能摆上位置。”教育部
副部长郑富芝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认为，
学校教育既要传授知识，更要指明孩
子们人生前行的方向。意见强调，要
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发展素质教
育，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是对
教育规律的尊重，将对当下教育领域
存在的重知识、轻引导，重眼前、轻长
远的功利现象起到很好的遏止作用。

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着力
解决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

课堂教学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
主阵地。郑富芝介绍，意见坚持把课
堂教学作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
环节，既强调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促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应
用，也强化教学规范管理，对作业考试
辅导等作出制度性安排。

郑富芝坦言，课堂是教育的主阵
地、主渠道，这次意见提出一定要创新
教育教学方式，变单纯的填鸭式教育
为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推进课堂
革命，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得活一点，实
效大一点。

在作业考试辅导方面，意见提出，
统筹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作业数量和时

间，创新作业形式，杜绝给家长布置作
业；从严控制考试次数，严禁考试排
名；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有帮扶制
度，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要拓展学习空
间等。

扭转评价体系，解决教育“指
挥棒”的问题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难点之一在
于评价体系的确立，评价体系犹如‘指
挥棒’，如果不确立，后面的教学就会
与目标背道而驰。”北京市教委副巡视
员冯洪荣说。

意见提出，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
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其中包括县
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学校办学
质量评价标准和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标
准。在此基础上，完善国家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制度，建立监测平台，并将评
价结果作为考核评价干部和地方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的重要依据。

郑富芝表示，提高教育质量，推进
素质教育一定要把“指挥棒”调好，把

“牛鼻子”牵住。因此，要建立以发展
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制
定义务教育评价标准体系。通俗来讲
就是要明确什么才是好的教育，要克
服“唯分数、唯升学”的功利化倾向，为
学生想得远一点。

冯洪荣认为，从地方到学校再到
学生，意见建立了环环相扣的评价体
系，三个层级都明确了评价的内容和
方向，“比如学校要考评的是学生综合

素质、学业负担、社会满意度，而并非
升学率”。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强化教师基础作用

针对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特
点和需要，意见提出，要以新时代教师
素质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导向，改
革和加强师范教育，从源头上提高教
师素质；制定教师优待办法，保障教师
享有健康体检、旅游、住房、落户等优
待政策。明确“教育投入优先保障并
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
绍，制定教师优待办法，是文件的一个
新亮点。意见明确，完善义务教育绩
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建立联动增长
机制，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完善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绩
效工资增量主要用于奖励性绩效工资
分配；切实落实学校分配自主权，并向
教学一线和教学实绩突出的教师倾
斜。“这次特别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
给在乡村任教老师发放交通补贴等一
系列举措。”吕玉刚说。

“作为基层教师，意见的出台令我
们备受鼓舞。”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
小学校长刘希娅说，意见价值导向鲜
明、针对性强，充分关注当今教育痛点
难点，很好地回应了社会与老百姓对
教育的期待。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四川日报讯（记者 樊邦平）7 月 9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日前该
厅已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
确，2019 年度我省的补贴机具种类范
围为15大类38小类，共计108个品目，
比 2018 年度增加 4 个品目，补贴资金
总额达2.69亿元。为了方便农民购置
农机，我省今年还首次推出三项补贴
便民措施。

我省今年首次推出的三项补贴便
民措施包括——延长受理补贴申请时
间，减少申请流程，缩短补贴资金兑付

时限。今年度我省将全面实行农机购
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常年连续开放，
实现农民“无缝”“随时”可申请；我省
将清理、取消补贴申请过程中不必要
的限制性规定，推广使用手机APP 信
息化技术，开展非现场补贴申请、补贴
机具核验预约等服务，因地制宜开展
补贴办理“一站式”、进村入户等服务，
加快实现购机者申领补贴“最多跑一
次”；将补贴资金发放纳入全省“一卡
通”管理体系，在“3 个 30 日”时限内，
通过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将补贴资金
兑付给购机者。

记者了解到，“3 个 30 日”时限主

要指：县级及以下农业农村部门在受
理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应于 30个工作
日（不含公示时间）内完成形式审核，
开展机具核验、复核登记；对通过复核
的补贴申请信息进行为期不少于 30
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同级财
政部门；县级及以下财政部门根据农
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材料依据，对符合
要求的于 30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
中支付的方式兑付资金。

今年度增加的 4个补贴机具品目
分别为有机废弃物好氧发酵翻堆机、
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有机肥加工设
备和有机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装置，

均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具品目。
农机购置补贴是指国家对农民个

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购置
和更新农业生产所需的农机具给予的
补贴，旨在促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和农业生产效率。

2004 年以来，四川累计实施中央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近 70亿元，受益范
围从最初的4个县扩大到全省的178个
农牧业县，受益农户总数达 280万户，
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购置、使用农业机
械的积极性，极大推动我省农业生产方
式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化为主转变。

交房公告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直击难点 科学提质
——透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纲领性文件

我省启动实施2019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首次推出三项补贴便民措施

力争补贴申领“最多跑一次”
三项补贴便民措施
●延长受理补贴申请时间，全面实行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常年连续开放，实现农民“无缝”“随时”可申请
●减少申请流程，清理、取消补贴申请过程中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定
●缩短补贴资金兑付时限，在“3个30日”时限内，通过社保卡“一卡通”将补贴资金兑付给购机者

据“资阳人社”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