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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4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湖南省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新闻发布会，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厅长胡奇发布：从
2019年5月1日起， 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单位缴费比
例降至16%。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

发布会上，省人社厅新闻发言人、厅巡
视员杨长永，省财政厅副厅长庄大力，国家
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局长周巧艺就社保
降费有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社保降费，降在哪儿
———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厅长胡
奇在发布会上介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
南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主要有8个方面的内容，其
中前3个方面的内容都是社保降费的具体
措施，一是降低单位养老保险费率，二是继
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三
是调整职工缴费基数。

3大降费举措，参保单位、参保人员可
得到多少好处？

《实施方案》明确，从2019年5月1日起，
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

胡奇表示， 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比例降
至16%，相较之前的19%的费率水平，一次
性降低3个百分点，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社保
缴费的负担。据测算，2019年我省全年可减
轻养老保险缴费负担43亿元。

而且这次调整不是阶段性的、 临时性
的，属于长期性的制度安排，与目前的阶段
性降低费率政策相比较，力度明显加大。

《实施方案》明确，继续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据测算，本次降费
实施后， 预计2019年全年可减轻失业保险
缴费负担13亿元、 工伤保险缴费负担2.5亿
元。

3个险种合计，全年可减轻社保缴费负
担近60亿元。

《实施方案》明确，2019年起，按照全口
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即本省上

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
算，以下简称全口径平均工资），作为核定
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的基准值。

省人社厅新闻发言人、 厅巡视员杨长
永介绍，这种计算方式，由过去核定职工缴
费基数， 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 现在加进了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进行加权
计算，使社保缴费基数降低。

杨长永进一步解释，《实施方案》明确，
2018年全口径平均工资发布之前，2019
年企业社保缴费按2017年全省全口径平
均工资作为基准值；2018年全口径平均
工资发布后， 按2018年全口径平均工资
作为基准值。2017年，我省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5500元，而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
4382元。这意味着，2018年全口径平均工
资发布之前 ，2019年企业社保缴费按
2017年全省全口径平均工资即4382元作
为基准值，而不是之前的5500元，社保缴
费基数大大降低。

降费后，养老保险能否按时
足额发放

———2018年末全省基金结
余1561亿元，可以动用结余基金
有1122亿元，支撑能力有保障

此次降费， 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单位缴费比
例，从之前的19%降至16%，预计造成养老
保险基金减收43亿元。降费后，部分地区的
基金收支矛盾可能更突出， 养老保险能否
按时足额发放呢？

省财政厅副厅长庄大力介绍， 从我省
目前结余基金的规模分析， 支撑能力是完
全有保障的。2018年末，全省基金累计结余
为1561亿元， 剔除已投资运营的个人账户
做实资金后， 可以动用的结余基金有1122
亿元。

庄大力还提到，从中央财政支持来看，
财政部进一步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力度，2019年调剂比例提高到3.5%，今
后还将逐步提高， 将进一步缓解我省养老
金支付压力。

据了解，从2018年7月1日起，我国建立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
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有利于增强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互济功能和抗风

险能力，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庄大力表示， 针对部分地区的基金收

支矛盾问题，省财政厅还将会同人社、税务
等部门， 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企业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 开展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运营，加大基金调剂力度，加强基金监
管，进一步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后 ，
企业负担会减轻吗

———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
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
得自行集中清缴企业历史欠费

此次社保降费， 对于各方关注的如何
稳步推进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工作， 进行
了明确。 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
职工其他险种的社保费， 原则上暂按现行
征收体制继续征收，稳定缴费方式；机关事
业单位社保费和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管职责
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

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后， 是如何让企
业负担得以减轻呢？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局长周巧
艺介绍，自2019年1月1日起，我省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保险费(不含职业年金和机关事业
单位应当缴纳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已顺利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
目前仍由人社、医保部门继续征收。

我省税务部门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省
委、省政府的总体安排，成立了减税降费工
作领导小组， 将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纳
入减税降费“总盘子”，同时对照降率方案
细化梳理了11类31项落实降低社保费率的
重点任务清单， 实现降费与减税工作一起
部署、一起落实。

周巧艺还提到， 我省税务部门正在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统一安排和降费核算工
作需要， 主动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协调对接，建立统一口径、精准到户、运
行高效的降低社保费率统计核算体系，同
时进一步完善专门信息化平台， 实现降费
数据“机生机汇”，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算好减负增效账，充分反映降低社保费
率政策实施成效。

此外，《实施方案》要求，在规范征缴
行为过程中，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
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集中清缴
企业历史欠费， 这无疑给企业吃了一颗

“定心丸”。

� � � �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记者 孟姣燕）“五
一”小长假临近，为加强假日旅游市场监管和
应急处置，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省文化旅
游系统加强对景区、酒店、公共文化场所等人
员密集场所安全检查，督促旅行社做好假日安
全应急预案，切实整治“黑导游”。

据悉， 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制定并实施
“黑导游” 专项整治方案，4月份随机检查旅游
团队60个、景区6家、导游60名，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确保假日旅游安全文明有序。

省会长沙是全省游客的中转、 集散地。长
沙火车站周边以及阿波罗商业广场前坪多年

来已自发形成了湖南散拼旅游市场的游客集
散点。4月28日，长沙市旅游质监所开展联合检
查行动， 整治长沙火车站周边散拼旅游市场。
当天共检查旅游团队27个、 持证导游23人次，
现场查处4名无证带团的张家界某旅行社的工
作人员，对未佩戴导游身份标识、未开启全国
导游之家APP应用软件执业和未携带电子行
程单的9名导游人员现场责令改正。

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将启动假日旅游工
作机制， 密切监督假日旅游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游客如遇旅游服务质量纠纷，请及时拨打
全国旅游服务热线“12301”，合理合法维权。

社保降费，解惑几件“大”事

� � � �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金慧 吴慧）昨天上
午，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和包支
付示范城便民惠民政策。长沙市发改委将与中
国移动共同推出和包支付10大场景应用的优
惠方案，主要集中在公共出行、生活缴费、公共
服务、示范园区、示范社区等领域。

具体而言，在公共出行场景，广大市民
通过和包支付购票最低可享受1折乘车优
惠；在生活交费场景，开展水电燃气缴费立
减优惠活动；在学校、医院、餐饮、商超、酒店

等场景，开展消费返红包活动；在示范商区
场景，开展每笔满100元最高可享立减50元
的优惠等。

据了解，和包支付是中国移动旗下唯一的
第三方支付品牌。 自2018年9月，长沙市委、市
政府确定与中国移动实行战略合作，打造“移
动支付第三城”以来，全市各单位迅速行动，抓
紧落实。 目前，长沙地区和包用户已突破370
万，商户超4万家，40万人通过和包缴纳党费，
50万人参与生活缴费。

规范假日旅游市场秩序

我省重拳整治“黑导游”
如遇旅游服务质量纠纷，请拨打全国旅游服务热线“12301”

和包支付发布最新优惠方案

长沙加速打造“移动支付第三城”

� � � �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周东平）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推出72条三湘游精品
线路和十大自驾游线路，倡导各大景区开展优
惠活动，进一步拉动假日旅游消费。

此次发布的72条三湘游精品线路包括：伟
人故里韶山花明楼1日游、 奇山异水张家界3
日游、铜官窑古镇1日游、世界遗产·浪漫崀山2
日游等周边游线路18条，湘西“变形记”、军事
特训“真正男子汉”研学旅游线路2条，土家探
源、神秘苗乡、古城商道、侗苗风情、生态丹霞、
沅陵山水、湘军寻古、神韵梅山、神奇湘东等不
同主题的乡村游品牌线路52条。

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在湘潭百花齐放
的盘龙大观园拍照留念， 到南岳登高祈福，来
天然氧吧蔡伦竹海，最后到达资兴乘船体验雾
漫小东江， 湘南山水自驾之旅令人向往。“五
一”期间，我省推出了十大自驾旅游线路，分别
是湖光山色岳阳之旅、 湘西民俗山水之旅、湘

南山水之旅、怀化民俗风情之旅、湘中南美食
文化之旅、红色山水之旅、红色文化之旅、娄底
亲近自然生态之旅、湘西北访古之旅、亲水休
闲之旅。

全省各地80余家景区景点针对假期推出
一批适合不同群体的免费活动或优惠措施。
如，长沙橘子洲景区5月1日晚8:30将举行“五
一”焰火晚会；宁乡沩山密印景区等长株潭42
个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省植物园门票和大围山
国家森林公园游览观光车票降低票价；衡阳市
南岳等6个景区、 岳阳市岳阳楼等6个景区、常
德市桃花源等3个景区、 邵阳市崀山等2个景
区、永州市舜皇山等16个景区（点）、怀化市高
椅古村等6个景区（点）、娄底市紫鹊界等9个景
区（点）、吉首乾州古城等6个景区（点）均推出
了免费活动或优惠票价。

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推介了华夏湘西旅
游景群“五月，我们湘爱吧”、常德桃花源景区
“唱响桃花源”两个主题活动。

72条精品线路畅游魅力潇湘
“五一”假期全省80余家景区免费或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