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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出现养
老金收支缺口的省份，正采取多种措施
增加基金收入，保障养老金及时发放到
位。

吉林省已出台政策，对于缴费年限
超过20年的参保人员，相应提高基础养
老金计发标准，鼓励多缴多得，增加基金
征缴收入；黑龙江省开展欠费清缴工作，
在各市县采取拍卖处置闲置国有资产、
财政预算安排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此外，国有资本划转将是拓宽职工
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保障基金维持收支

平衡的重要举措。业内人士介绍，国有
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有其历史渊源，
而且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金实施方案，也已纳入财政、国资、社保
等部门今年的工作计划。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介绍，我国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开始逐步建立起
来。此前国有企业和职工没有养老保险
缴费，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
作为“视同缴费”对待，造成后代人必须
提高缴费率，同时使国有企业成本不真

实，扩大企业资本积累。因此，划拨部分
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就是针对视同
缴费造成的养老保险金缺口。

目前，部分地区已在划转国有资
本充实社保基金方面“破冰”。去年，
山东省出台《省属企业国有资本划转
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方案》，分两次将
18户省管企业30％的国有资本，共计
约180亿元划转至山东省社保基金理
事会。

上海市今年的财政预算草案报告中
提出，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益收缴范围，将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不低于当年预算收入19％的部分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
金。预计今年充实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将超过13亿元。

胡继晔等专家表示，破解养老金连
年调整带来的基金运营挑战等方面问
题，还需稳妥探索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
多元化投资，实现保值增值，进一步提高
基金风险承担能力。

如何兑现上调养老金
近日，北京、

云南、陕西、广西等省份陆续公
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按照人

社部、财政部此前明确的总体上调6.5％左右要
求，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本轮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职工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将相应增加，一些地

区基金的当期收支平衡压力
也会增加。

根据各地目前已公布的养老金调整
方案，2015年12月31日前办理退休手
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均
可享受定额调整。陕西明确在定额调整
中每人每月增加77元，云南增加30元，
广西增加70元。同时，陕西、广西、云
南、辽宁等省份均明确，在9月底前完成
养老金调整足额发放到位。

对于养老金调整的资金来源，各地

均明确，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中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支付。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将使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支出明
显增加。以辽宁省为例，去年企业离退
休人员604.6万人、全省基本养老金月
平均为2230元。按今年辽宁省退休人
员人均基本养老金上调6.75％计算，仅

此次养老金调整，将使辽宁省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支增加约110亿
元。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8月
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5》显示，出现当期基金收支缺口的省
份有6个，除了经济下行严重的东北三
省，还包括河北、陕西、青海。

这些存在基金收支缺口的省份，

能否保障此次养老金调整足额兑
付？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
维刚表示，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
予补贴。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授胡继晔等专家介绍，各省份累计结
余均未出现亏空，能够保障养老金调整
按时足额发放。比如截至去年底，辽宁
省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1183亿元，可
以应对养老金上调带来的支出增加，“但
部分地区出现的基金当期收不抵支问题
需引起重视”。

不少受访专家介绍，经过养老金“十
二连涨”，今后养老金调整幅度除参考经
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外，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承受能力，也将是重要
考量因素。

报告显示，基金运行“两极化”现象
较为突出。截至去年底，全国企业养老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1000亿元的省
份达到10个，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北
京等，占全国累计结余超过七成。有的
省份基金累计结余量少，且累计结余除

以每月养老金总开支得出的可支付月数
低于10个月。

目前，我国职工养老保险主要是省
级统筹。一些省份基金结余偏少，收支
平衡压力大。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抚
养比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综
合因素影响，这些地区承受养老金上调
的支出压力能力相对较弱，实施基金全
国统筹的呼声高涨。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十三五”规

划纲要中明确，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
国统筹。

业内专家表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基金全国统筹并非“劫富济贫”。中央财
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
灵表示，不少基金结余多的发达省份都
是劳动人口流入地。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大量年轻劳动者从中西部地区流入
发达省份务工，大量养老保险缴费无法
跨省转回中西部，“实施全国统筹有必要
性和公平性”。

当前，由于全国统筹方案尚未出台，
各省职工养老基金之间如何调剂尚未明
确。褚福灵说，可以肯定的是，职工养老
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并非各省统收统支

“吃大锅饭”。全国统筹十分复杂，必须
在分清中央与地方责任基础上，经过详
细测算、统一认识，再明确资金配置与管
理。

有专家提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应采取全国社
保基金出资、地方按比例上缴部分基
金收入，建立社保基金调剂资金池的
方式进行。对基金收支出现缺口省
份，则应根据责任划分，按比例承担方
式解决。

俄界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由红一方
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陕甘支
队，继续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向陕甘地
区进发。1935年9月16日，到达腊子口
附近。

“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腊子口
是藏语的转音，意为“险绝的山道峡谷。”
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东北的岷山山
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咽喉要冲，素有
天险之称。其间两山对峙如刀劈斧剁一
般，沟底只有30余米宽，被水深流急的
腊子河占去一大半。

为阻止红军北上，国民党军沿腊子
口、康多一线布设了数道防线，尤以腊子
口为重点。其中，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
长鲁大昌在腊子口隘口处，部署了两个
营的兵力，沿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
的兵力，在岷州城内还驻扎着四个团，随
时准备增援腊子口。

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说：“腊子口打不
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
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

境地。”
无论如何，付出惨重代价刚刚走出

草地、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不能再走回
头路。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上通道
就成为红军唯一的选择。

领受了攻打腊子口任务的林彪、聂
荣臻，马上同军参谋长左权、红2师师长
陈光、政委萧华一起到前沿勘察地形。

不过30米宽的腊子口，两面绝壁间
有一条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
上架着一座木桥，成了两山间唯一的通
道。守敌在隘口木桥的两侧构筑了坚固
的碉堡，设置了仓库，囤积着大批的武
器、弹药和粮食，准备长期死守。

有长征“开路先锋”美誉之称的红4团，
再次挑起重任，担任突破腊子口的任务。

16日黄昏，战斗打响。4连指战员
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起猛烈进攻。狡
猾的守敌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等
红军接近桥边时，才开始疯狂扫射。敌
人的子弹像狂风般刮来，手榴弹像冰雹
似的落下。不到一会，腊子口上火光闪

耀，硝烟弥漫，狭窄的路上满是厚厚的弹
片和没有拉弦的手榴弹。

红军连续组织的几次冲锋均告失
利。次日凌晨2时许，红4团指挥员决定
改变策略，以政委杨成武指挥2营继续
实施正面进攻；同时，由团长王开湘带领
1营的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崖壁，迂
回到敌人的背后进行突袭。

但是，两侧陡峭的崖壁，从山脚到山
顶有几十米高，连猴子也难爬上去。正
在大家发愁时，一个绰号叫“云贵川”、从
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
有办法带领突击队登上腊子口。

突击队小心翼翼地来到腊子口旁的
峭壁前，“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
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带着一个系
着铁钩的长竿子，他用竿头的铁钩搭住
石缝里长出的歪脖子树根或者岩缝，像
猴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攀上了险峻高耸的
绝壁。

看着“云贵川”身影越来越小，大家
都屏住呼吸仰望着，生怕他失手从高崖

上摔下来。在大家的盼望中，他终于登
上山顶。靠着放下的绳索，突击队员在1
连连长毛振华的带领下，拽着绳索，一个
一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人的后面。

半夜时分，杨成武组织敢死队再次
向腊子口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正当进攻
受阻时，突然腊子口上空升起一颗白色
信号弹，迂回到山顶的红军官兵如神兵
天降，居高临下，向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
和阵地投掷手榴弹，敌人死伤大片。正
面进攻的敢死队，手持大刀，身背马枪，
勇猛地冲向敌人。官兵们上下夹击，打
得敌人丢盔弃甲，仓皇而逃。

红4团官兵冲过桥头，乘胜追击残
敌。9月17日，当晨霞洒满大山时，红4
团终于占领天险腊子口。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天险腊子口是怎样攻克的

长征胜利80周年

9月7日，第十五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 新华社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需要重大变革
据新华社伦敦9月8日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布

的201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显示，教育在推动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全球性目标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为了应
对人类和地球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教育需要一场重大变革。

这份名为《教育造福人类与地球》的报告指出，教育领域
迫切需要取得更大进步。按照目前的趋势，全球将在2042年
普及初等教育，2059年普及初中教育，2084年普及高中教育。
这比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晚半个世纪。

报告还显示，教育系统需加大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目前，
全世界有半数国家的课程内容未明确提及气候变化。在经合
组织国家中，近40％的15岁学生对环境问题仅有基本认知。

俄美相互指责对方军机
在黑海上空迫近己方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7日表示，美国侦察机当天
两次靠近俄边界，“偷窥”俄军军演；同日，美国国防部指责俄
战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过分迫近美海军侦察机，两机最近
空中距离仅约3米。

科纳申科夫说，美军P－8侦察机群当天在关闭应答的情
况下两次试图在黑海海域上空靠近俄边界，俄方执行战斗值
勤任务的苏－27战斗机群立即升空拦截，美机当即掉头离
开。他说，这已不是北约空军第一次在俄罗斯举行“高加
索－2016”军演的区域进行抵近侦察，俄方的飞行符合相关
国际法规。

美国国防部则在声明中说，美军一架P－8侦察机当天上
午在黑海国际空域进行例行飞行时，遭遇俄罗斯一架苏－27
战斗机迫近。俄战机起初保持约30米空距，随后迫近至3米
内，整个过程持续近19分钟。声明称，“这是不安全动作”，这
些做法可能不必要地加剧美俄关系紧张，还可能因误判导致
严重伤亡事故。

英国将加强汉语教学
据新华社伦敦9月8日电 英国教育部7日宣布在全国

正式启动“卓越汉语教学”项目，计划在2020年前从英国7年
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一年级）及以上的中学生中，选拔和培
养至少5000名能流利使用汉语的学生。

这项耗资100万英镑（1英镑约合8.9元人民币）的汉语
教育推广项目由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合
作推行，从本周开始实施，全国首批将有15所学校参与。

参与该项目的学生每周中文学习时间要达到8小时，其
中包括4小时的教师授课以及课外教学、课后自学和强化语
言学习课程。为促进汉语教学，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还将
与其他教育机构合作，为该项目培训至少100名汉语教师。

9月7日，第29届莫斯科国际书展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
心开幕。据书展组委会介绍，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出
版机构代表参加今年的展览，展馆面积2.4万平方米。

新华社发

澳航禁止在其航班上

为三星Note7手机充电
据新华社悉尼9月8日电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8日

宣布，鉴于近期新款三星盖乐世Note7手机多次发生电池爆
炸事故，使用该款手机的乘客在搭乘澳航航班时需全程关闭
手机电源并禁止为其充电。

澳航发言人斯蒂芬·莫伊尼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澳航是在三星宣布召回该款手机后做出这一决定的。
考虑到新款盖乐世Note7手机电池缺陷可能引发爆炸和起
火事故，对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澳航要求使用该款手机的乘客
在乘机时全程关闭手机，并禁止为其充电。莫伊尼汉补充说：

“这一决定适用于澳航旗下的所有航空公司，包括捷星航空。”

部分省份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增大

养老金调整需考量基金承受能力

市场化投资增值需完善

趣味课堂迎中秋
9月8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满族小

学教师纪霞（右）辅导学生们用彩泥制作
“月饼”。

中秋节即将到来，呼和浩特市满族
小学“趣味课堂迎中秋 活力教学乐童
年”主题活动周拉开帷幕，老师们将赏
月、做月饼等中秋传统元素与教学融为
一体，让学生们在多彩活动中接受传统
文化熏陶，快乐学习成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