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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七问会客室 农民能否与市民
领一样的养老金问：1

主持人： 华声在线 李艳华 文稿整理： 本报记者 乔伊蕾 张斌 统筹： 夏似飞

主持人：湖南从今年开始将城乡
居民统一基本养老保险摆上了议程，
大家觉得应当从哪些方面去推行？

黄志明：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并非那么简单，比如
资金来源就是最大困难。目前来看，由
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
因此无论是个人缴纳，还是集体资助，
都将是杯水车薪， 因此需要政府财政
作出更大努力来抹平城乡养老保险制
度之间的鸿沟。 而国务院常务会议作
出“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
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
给予50%的补助”的决定，将是推进建
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最有力的保障。

沈绿叶：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只是我国改革建
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养老保障体系所迈
出的第一步。 在目前城乡二元现状下，
要想将城乡养老完全融合，我认为还是
比较有难度。建议加大宣传力度，让该
政策深入人心，同时，通过顶层设计，制
定具体时间表、实施方案，明确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循序渐进提高农村
养老保障水平。

郭晋云：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如何保
证农村养老金的避险， 也是一个重要的
政策问题。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的设计理念虽然是社会保险和财政一起
供养，但仍是以缴费型为主，个人账户的
资金如果不进行投资，就变成了储蓄，可
能面临“收不抵支”。农民一般要经历短
则15年、长则30余年的缴费期，每年都有

几亿名农民缴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
金还会越来越大， 如果投资收益不足，
在通胀之下的贬值损失将愈发严重。这
种贬值不但会在未来给农民带来损失，
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由于领取养老金人数巨大，农村养老保
险金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因为任何损失
和贬值都将带来巨大影响。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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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是民生之基。 3月5
日，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说， 要建立统一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如何分好社会养老金这
块“蛋糕”， 进一步缩小差
距， 让城乡居民享受均等的
养老待遇， 值得我们深思、
探讨。

特 邀嘉宾【 】

提 要【 】

隆回县司门前镇五通村支部书记欧阳长
德：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现在我们村里有320多位老
人加入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每年都可以从政
府那里领取一定的养老金。但是和城里人相比，
我们的养老金还有一定差距。 我想知道我们能
不能也像城里人一样，有同样标准的养老保险，
更好地解决养老的问题。

网友“爱你没商量”：现在城乡居民养老待
遇还普遍较低，很多人选择了最低档次缴费，政
府是不是可以加强一些激励机制， 并增强 “补
低”的力度？

网友“12365432yh”：我们养老金存在的问
题，第一是不公平，第二是不透明。同样是居民，
城市居民的养老金就比农村高出很多， 希望能
解决好这些问题。

网友“近风者远001”：对一些中老年来城里
打工的人来说， 很可能没有能力缴纳职工养老
保险， 凭着目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又难
以在城市生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

·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 在全
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
万， 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也远比城镇退休老人 “弱
势”。 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
倍。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
而农村则仅占18.7%。

· 截至2013年底，全国新农保、城居保参
保人数已达4.98亿人， 其中领取待遇人数达
1.38亿人 ，加上职工养老保险 ，合计覆盖8.2
亿人。在养老保险并轨后，地方新农保的比例将
提高，主要受惠人群为农民工和农村务农人员。
在以往的新农保中，他们往往只能拿到每月60
元的养老金， 这对于平常生活来说只能是杯水
车薪。而在这之后，新农保的缴费标准最高可以
达到每年2000元。

百 姓愿景【 】

数 据链接【 】

全国人大代表 黄志明 沈绿叶
全国政协委员 郭晋云

3月4日， 郭晋云委员、 黄志明代表、 沈绿叶代表 （从左至右） 做客本报 “全国两会” 民生七问会客室， 就 “农民能否
与市民领一样的养老金” 话题进行探讨交流。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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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请问推行这一举措有何意义？

黄志明：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惠及几亿农民的利好
政策。 这意味着在养老保障方面，“农民”将
实现向“市民”转变，既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和区域差别，促进人口流动、增强社会安全
感，也有利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进一步
稳定群众对民生改善的预期， 从而拉动消
费、鼓励创新创业，让城乡居民共同享有改
革发展成果。

沈绿叶： 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统一起来， 最大的受益群体应该说是农民工

群体和城镇非从业居民。按照相关规定，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才能享受
待遇。以前没有衔接办法，不够15年很可能钱
就白缴了， 所以很多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居
民宁肯参加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郭晋云：目前的多轨制的制度体系，一是
公平性不够，二是不利于劳动力流动。将新农
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 建立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平等化， 也有利
于劳动者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同时，管理成本
也应该可以有所节约。合并后，从农村进入城
市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其中流
动性比较强的人不论在哪里就业，都可以在户
籍所在地参加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主持人： 当前主要存在哪些制约因
素使农民难以享受真正的养老保障？

黄志明： 制约农民享受真正的养老
保障，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其根源在于我
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制度， 政府在考
虑民生保障时， 其目标对象往往只是城
镇居民， 农村居民则被视为可以自给自
足来满足生存而被忽略。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居民的基本权益保障虽然有了很大
的提高， 但其应该享受的由政府所提供
的基本保障与城镇居民仍有较大差距。

沈绿叶： 中央财政支持是确保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落到实处的
重要一环，同时地方财政也要有相应
的配套资金。 这对经济发达地区而
言，问题不大。但在城乡发展不平衡、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境况下,一
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并不宽裕, 却涉及上亿农民的补贴，
导致一些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农村
养老难以得到保障。

郭晋云：农民个人的收入和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虽然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特别

是近几年国家免除农业税， 实行粮食
直接补贴，使农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但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小， 农业收益水
准逐步降低， 再加上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没
有全面落实等因素影响， 导致农民收
入增长缓慢， 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资料
的上涨、医疗费负担的加重、子女高等
教育费用的巨额支出等， 使得农民没
有能力缴纳保险金， 出现个人缴纳不
足的情况。 加之近年来多数农村集体
经济难以拨出专款来补充农民养老保
险资金， 导致社会养老缺乏充足可靠
的资金保障。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惠及几亿农民

农民与城镇居民享受的养老金
待遇相差悬殊

主持人：目前农村养老保险状况如何？农村养老保
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有何不同？

黄志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6月发
表的一份报告说，在我国农村地区，只有25.6%的老人
享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另有3/4的农村老人如果
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他们就完全没有养老保障。

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完善农村社保方面付出了持
续而有效的努力，譬如建立健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
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低保等， 但目前依然存在覆盖面
窄、保障水平较低等难题。特别是边远山区老年人群体已
经成为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艰苦、最需要帮扶的群体，也
应该是党和政府兜底救助保障的主要对象之一。

沈绿叶：我生活、工作在基层，大部分时间都与农
民打交道。我们那有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每月只能
拿到80元养老金,再加上100元低保,老两口每天盘算
养老金快点到账，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生活在农村的群体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学龄儿童
和45岁以上的妇女。这部分老年人大多文化程度较低，
家庭负担较重，幸福指数相对较低，甚至相当一部分实
际上处于孤苦贫困状态。

郭晋云： 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有着相似的模
式，都是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新农保待遇标准由两
方面构成，一是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中央财政统一
补助每人每月55元钱，地方政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提高
待遇标准。另外一部分待遇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在
60岁以前缴纳养老保险费，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其他方
面，比如村集体经济的补助，都进入个人账户，在60岁以
后，把所有储存额累计起来，除以一个系数作为每个月
发放的标准。

与55元“零花钱”相比，真正决定农村老人生活待
遇的， 是个人账户累计部分， 交的多最后得到的待遇
高。过去新农保缴费为五档标准，每年从100元到500
元，城镇居民交费十档标准，每年从100元到1000元。
即使个人有多缴纳养老金的意愿， 农村居民仍然与城
镇居民相差近一倍。

再加上这两项制度2012年才刚刚在全国推行开
来，个人账户积累的比重非常小，现在全国新农保和城
居保总计积累个人账户只有不到2800亿元，每个人平
均不到800元。 而在这几年当中真正进入60岁以后年
龄的人也不多，他们只有一两年个人账户的积累，这部
分计算下来全国平均支付标准只有八十几元钱。

两项制度合并后， 保留原来100元至1000元的缴
费标准， 同时又增加了1500元和2000元两档标准。这

样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如果有经济能力
可以按更高的标准交费， 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

养老金，赋予城乡居民更平等的选择权。

根源在于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

抹平城乡养老保险鸿沟，须作出更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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