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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 个人缴费逐年递增，过两年还交得起吗？ 养老金领
取金额怎么算，将来到底能领多少？ 还没退休就去世了，已缴纳的钱怎么办？ 跨省流动的灵
活就业者如何参保缴费？ ……近日，人社部通过中国政府网回应了 5 个养老保险的热点问
题，这些问题事关每个人。

会不会延迟退休？ 养老金能继承吗？
人社部回应 5 个养老保险热点问题
1、延迟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呢？
●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满 15 年 可按月领取
网友
“
老荣”提问，很多人在谈退休年龄推迟，三四十岁的人
们很担心， 等到他们退休还有二三十年， 到时候会不会又推迟
了，未来甚至推迟到 80 岁？
人社部表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年限满 15 年以上，
即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个人身份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年龄规定是明确的，即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
对于延迟退休，人社部表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一些国家作出了政策调整，相应
延迟退休年龄。
人社部称，延迟退休年龄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项重大
的社会政策，政府是非常慎重的。根据不同群体现行退休年龄的
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稳妥推进。

高一些。 累计的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工资水平越高，退休时的年
龄越大，退休时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对就会较高。 长缴费、多缴
费、晚退休，就多得养老金。 此外，参保人员缴费年限越长、退休
时基本养老金水平越高，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也会比较高。

2、养老保险缴费逐年递增，过两年还交得起吗？

4、还没退休就去世了，已缴纳的钱怎么办？

●平均工资口径调整标准降低 选择范围也变大

●参保人员去世 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网友担心，每年缴费的金额不固定。 大多是逐年递增的，今
年还交得起，过两年可能交不起了。
人社部表示，个人身份参保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原来的政
策规定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 缴费比
例为 20%，其中 8%记入个人账户。2019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其中明确，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可以在全口径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范围内自愿选
择适当的缴费基数。
人社部称，不仅平均工资口径调整、标准降低，选择范围也
变大，选择低基数的可以进一步减轻缴费负担，收入较高的人员
也可以选择较高的缴费基数，来提高自己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
此外，个人身份参保人员可以选择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也可以
按季、半年、年度合并缴纳养老保险费。 这些政策，应该说充分考
虑了个人身份参保人员没有固定工资性收入的特殊情况， 更加
便于他们参保缴费。

网友担心，连着缴费了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没到退休
年龄就去世了，交的保费是不是就没了？
人社部表示，国家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
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其中，基础养老金从养
老保险统筹基金中列支；个人账户养老金，首先从个人账户储存
额中列支。
当个人账户储存额变为零时， 其个人账户养老金从统筹基
金中列支。 也就是说，退休人员无需顾虑个人账户储存额剩余多
少， 国家将确保包括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内的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 此外，国家政策还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死亡的，其
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3、养老金领取金额怎么算，将来到底能领多少？
●长缴费多缴费晚退休就多得养老金
网友担心，养老金领取金额的算法太复杂了，老百姓根本搞
不懂，都不知道将来领多少。
人社部表示， 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 缴费工
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等因素确定。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好，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较高的地区， 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水平比经济欠发达地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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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省流动的灵活就业者如何参保？
●可在本人户籍地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
网民
“
西贝沙画”留言称，人在外地，因为自由职业不能异地
交社保，也不敢生病。
人社部表示，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比例为 20%，参保的具体办法由各省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有的省份要求灵活就业的参保人员应具有本省户籍。
跨省流动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 目前无法在就业地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也可以在本人户籍地以灵活就业人员
的身份参保缴费。 人社部指出，下一步，将结合户籍制度改革，指
导各省份进一步研究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办法， 方便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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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官方网站发布 《四川省生活垃圾
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稿），在 8 月 12 日 -16 日期间，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加快建立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置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促进城
乡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
化， 统筹推进其他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 努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到
2020 年，成都、德阳、广元 3 个国家
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到 2022 年，攀枝花、泸州、
绵阳、 遂宁 4 个省级示范城市的中
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系统；到 2025 年，全省 18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
在实施范围方面， 征求意见稿
提出在公共机构先行先试， 并开展
示范片区建设。 计划在各党政机关
和学校、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
等事业单位，车站、机场、码头、体育
场馆、 演出场所等公共场所管理单
位，率先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地
级及以上城市至少以区为单位，有
条件的县级城市至少以街道（镇）为
单位，整体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逐步扩大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
在垃圾管理方面， 征求意见稿
提出，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以有害垃
圾、 可回收物、 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为基本类
型，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并制定全省生活垃
圾分类目录和分类投放指南，明确分类的标准、
标识、投放规则等内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群团组织等单位的办公或生产经营场所， 以及
住宅小区，应当因地制宜设置有害垃圾、可回收
物、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
在垃圾回收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建立
有人值守的垃圾分类驿站、 撤桶撤站实行定时
定点流动收集、 上门或定点收集餐厨垃圾和可
回收物、 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箱等多种
方式。
为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 征求意见稿提
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大
“
限塑令”的执行力度，
加强对农副产品市场、 零售业等重点场所和行
业的监督检查，推广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指导
电商企业和快递企业利用社区营业网点回收快
递包装；推广应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等。（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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