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蔡矜
宜）“我终于进球啦！”5日的长沙益启
足球公园上演了一场特别的爱心足
球赛，8岁的小湘湘与湖南宏碁足球
俱乐部的球员在绿茵场上比试脚法，
圆了一直以来的“足球梦”。

小湘湘的爸爸朱海华是长沙的
一名的哥， 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
庭却在2009年4月突遭不幸，小湘湘
的妈妈被诊断患有尿毒症， 每月的
药物开支需要6000多元。“为了救妻
子， 我除了每天从下午5点到凌晨2
点开的士赚钱， 还在一家餐厅洗碗
打工， 偶尔还会爬上三十层高楼洗
大楼外墙当‘蜘蛛人’。”尽管朱海华
拼命工作， 但挣的钱仍远远不够妻
子近30万元的换肾费用， 也更加没

有时间陪伴儿子。 从小就酷爱踢足
球的小湘湘忍不住偷偷对爸爸说，
“妈妈快点好起来吧，爸爸你就不用
这么累， 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好想有
人陪我一起踢足球……”

长沙市足球协会副秘书长高兴得
知此事后， 第一时间发动长沙的球迷
通过微信、 微博等爱心接力和电话联
系来帮助小湘湘， 并促成了这场爱心
比赛。活动现场，宏碁电脑（上海）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向朱海华全家捐赠
5000元爱心款并赠送给小湘湘价值
1000元的足球运动装备。此外，不少
爱心球迷纷纷赶来球场， 献上自己的
一份心意， 湖南湘军球迷协会会长李
忠邀请小湘湘加入球迷协会， 今后带
他去现场看职业联赛。

长沙球迷助小湘湘圆“足球梦”

责任编辑 曾楚禹 周倜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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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体育2015年4月7日 星期二7

国务院办公厅6日印发《机关事业单
位职业年金办法》，意味着我国养老“并
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么，职业年金
是什么， 何时开始缴纳，12%缴费的比例
意味着什么，钱又从哪里来呢？

何时开始缴纳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今年就会

缴纳， 与机关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是同步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
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补充养老保险。”金维刚说。办法明确，职
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人共
同承担。 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为
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个人缴费比例为本
人缴费工资的4%，由单位代扣。

金维刚介绍，养老“并轨”后，机关事
业单位及其人员都要参加养老保险，缴
费标准和待遇发放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是一致的， 这部分养老金的替
代率（占在职工资的比重）不会超过60%，
而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

率在70%至90%。
为了保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待

遇不降低， 职业年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通过投资运营等，预计能将替代率
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

“养老‘并轨’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
之一， 就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收
入不出现大幅下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陈步雷说，“通过综合测算，个人缴费4%、
单位缴费8%的职业年金可以满足上述条
件， 与基本养老金一道成为养老体系的
两大支柱。”

缴费基数是什么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于

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缴费基数是上一年
的基本工资、 国家统一的津补贴和已经
规范后的津补贴；对于事业单位人员，缴
费基数是基本工资、 国家统一的津补贴
以及绩效工资。

“改革性的补贴、奖励性的补贴暂时
不纳入缴费基数。”这位负责人说。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机关事
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与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进行。
按照现行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分为三部
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工资也是三部分组成的，包括基
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

“按照工资不同组成部分的功能定
位， 合理的工资结构应该是基本工资占
主体，其他工资项目为补充。”李忠说，这
次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将通过
调整机关工资标准， 并将部分津贴补贴
或绩效工资纳入基本工资， 适当提高基
本工资的比重。

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转发了3个实施方
案：一是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二是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 三是机关
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目前，文
件已经发到各单位。

钱从哪里来
建立职业年金， 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是：钱从哪里来？
办法规定， 对于财政全额供款的单

位，单位缴费部分由财政支出，根据单位
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方式， 每年按照国

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 工作
人员退休前， 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
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

而对于非全额供款的单位， 单位缴
费由单位实际承担，采取实账积累。由此
形成的职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运
营，按实际收益计息。

“公务员的供款渠道只有财政，所以
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财政是唯一的供
款渠道， 不允许机关自筹自支搞小金
库。”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说。

这样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呢？
“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引导企

业年金更快地发展， 使更多的企业职工
能够不但有基本养老保险保障， 而且有
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保障， 这样有利于
整个社会公平。”胡晓义说。

陈步雷也认为， 职业年金与企业年金
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年金具有强制性，而
企业年金的建立是企业的自愿行为。 当前
实施职业年金的重要原因， 在于为养老保
险“并轨”减少改革阻力，在短期内确实会
带来一些问题， 解决之道还在于完善企业
年金。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何时缴 缴多少 谁来缴
———三问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89 6 5 4
排列 5 15089 6 5 4 8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38 12 19 22 31 35 07+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1
下期奖池：1275685338.43（元）

10000000 20000000

60000006000000

据新华社东京4月6日电 日本文部科学省6日公布了明年将
采用的初中教科书审定结果。 在出版社出于日本政府压力或自
主审查后，部分教科书在历史认识问题的描述上再现倒退。

就“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一些教科书修改了表述
方式。例如，把现行版本中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
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另有教科书删除了
“日军的暴行遭到谴责”这样的表述。

在涉及日本吞并韩国期间实施的土地调查一事， 有现行
教科书指出，这是日本“打着近代化（韩国）的名义”所实施，但
文部科学省在审定中提出异议，最终出版社修改为“以近代化
为目的”。在二战末期的冲绳战役中，大批冲绳民众在日军逼
迫下集体自杀，但审定合格的一些教科书中，将原先“被逼迫
自杀”的措辞改成了“陷入自杀绝境”，淡化了日军的责任。

日本文部科学省2014年1月修改了教科书审定标准，要
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 领土问题上适度体现政府官方
主张。这次审定中，文部科学省共提出了6点意见，其中4点是
要求相关教科书中加入有关日本战后赔偿的政府立场等。

日本新审定教科书再现倒退

当地时间4日上午， 两名重症埃博拉出血热患者走出位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郊的
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诊疗中心的大门， 这是中国第四批援塞医疗队首批治愈出院的患者。
图为医疗队副队长邵蔚（右前）向被治愈的患者赠送礼物。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国海军临沂舰搭载24名中国
公民于北京时间4月6日18时10分驶离也门荷台达港前往吉
布提。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留守组全体人员一同乘舰撤离。

应斯里兰卡政府请求， 临沂舰同时搭载45名斯里兰卡公
民撤离。同时，中国海军微山湖舰正在协助索科特拉岛上的9
名中国公民和1名日本公民撤离，预计今天离开。

此前，8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方面协助下乘巴方船只离
开也门。至此，自愿撤离也门的613名中国公民在中国政府的组
织和协助下已全部得到妥善安排。

鉴于当前也门安全形势恶化，中国驻也门大使馆、驻亚丁
总领馆暂时关闭。

我驻也门大使馆、驻亚丁总领馆暂时关闭

中国撤离最后一批在也门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