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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试点前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有什么不同？

试点前个人账户的规模：1996年
1 月 1 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的个人
账户规模为本人缴费工资的 12%；
1998 年 1 月至 2001 年 6 月 30 日为
11%，由个人缴费和企业划入两部分
组成。从实行个人缴费到 1995年底
按照规定缴纳的个人缴费额并入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后个人
账户规模从试点前个人缴费工资的
11%调整为8%，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由
个人缴费形成，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基金分开管理，企业缴费部分不再划
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
金。个人账户的建立，可以使个人账
户归个人所有的属性更加明确，有利
于调动参保职工的积极性，也便于支
付、转移和继承。

八、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哪
几部分组成？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统筹的职工个人按当地政府规
定的缴费比例缴纳的金额、企业缴费
中划转记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以及上
述两部分的利息金额。

九、在职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
死亡的丧葬抚恤待遇领取条件？

2011 年 7 月 1 日后，在职参保人
员（按规定缴费的）因病或非因工死
亡的，可申请领取丧葬抚恤待遇，经
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后由社保经办机
构发放。

十、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达到
领取退休待遇条件时，如何确定待遇
领取地？

1、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
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待遇
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2、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
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
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
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
3、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

所在地，且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
在地累计缴费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
满 10年的原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
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4、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
所在地，且在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
年限均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
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
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十一、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跨
省转移时限制条件？

1、男性 50 周岁、女性 40 周岁以
上不能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可在新就业地建立临时账户，待退
休前转至待遇领取地）。

2、距退休不足 12个月或已退休
人员，不能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

这个夏天，耄耋之年的徐永久老
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稳，这样的感
觉来自家里新建成的节能住房，“这回
再也不怕下雨了，可算能睡上安稳觉
了。”

徐永久家住彰武县东六镇红石村
八组，84岁的他与智障儿子相依为命，
家里的房屋还是解放前建造的。去年
春季多雨，大雨造成房屋部分坍塌，经
有关部门鉴定为危房，列入农村危房
改造行列。在民政、住建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去年9月，徐永久家的原址上，
一座50平方米的节能住房建成了。“这
房子干净、漂亮，关键是安全，住着踏
实！”

徐永久只是我市农村危房改造
惠及的 3786 户村民中的一户。拆除
老旧破损的危房，建设坚固的新房，
这项旨在改善农村困难群众居住条
件的民生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
护和支持。宽敞明亮的居所、整洁靓
丽的环境，让许多搬进新房的农民感

慨，“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住上这
么好的房子，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啊！”

2013 年，辽宁省下达给我市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 3786户，其中C级危房
改造 2926户，D级危房改造 860户（含
建筑节能示范500户）。在农村危房改
造中，市住建委会同民政部门，共同确
立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确立过程完全
做到公开化、透明化。与此同时，市住
建委设专人负责危房改造信息平台录
入工作，随时关注《全国扩大农村危房
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动
态信息。按照国家和省相关文件的要
求，每月按进度及时录入相关信息，确
保工程进度与信息录入同步进行。另

外，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完全按照
《辽宁省 2013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
施方案》的要求实行一户一档，同时将
档案信息录入全国农村危房改造农户
档案管理系统，进行电子化管理。为
了更好地推进两县危房改造工作，市
住建委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两县危房
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专门聘请建筑设
计行业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并参
与竣工验收。

截至目前，两县危房改造工作档
案录入率 100%；开工 3885 户，竣工
1871 户，共完成投资总额 6490.7 万
元。

农村危房改造，让农村困难户圆
了安居梦。

告别土坯屋 喜迁新农居
本报记者 王琰妍

截至目前，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已投资 6490万元，将有 3786户村民——

本报讯（记者 么饶）6月 24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黄伟到阜蒙县王府镇、佛寺镇就沈阜200万
亩现代农业示范带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听取阜蒙县
相关情况汇报，并实地查看市胜雪农业有限公司、
王府镇 5000亩果蔬示范园区建设现场和佛寺镇查
干哈达村3000亩采摘园建设现场。

黄伟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加大资金和
科技投入力度，培育更多更好更优的种苗，支持全
市设施农业发展。企业要发挥纽带作用，在带动农
民增收的同时，强化蔬菜产品的检验检测，为市民
提供更加放心的农产品。

就下一步工作，黄伟强调，一要尊重农民意愿，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二要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引进深加工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
三要注重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大户，搞好集
约经营。注重科技推广，培训致富能人，带动农民
致富。四要加大水电路配套设施建设力度，把现代
农业示范带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有机结
合，协调发展，打造品牌，提升现代农业示范带整体
效应。

黄伟调研示范带建设并提出

提高土地利用率 搞好集约经营

年初以来，全市国土资源系统积极履行“尽职
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
尽力维护群众权益”的国土资源工作新职责定位，
加速推进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2014年，省国土资源厅为我市预下达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409公顷，增减挂钩和工矿地置换指标
350 公顷。此外，还争取国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京沈客专建设工程阜新段）用地总规模334.04公
顷，争取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指标6.91公顷，
这些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我市的建设项目用地。与
此同时，我市全面完成今年耕地保护责任书签订
工作，确保全市 372968公顷耕地保有量和 324791
公顷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记者 林书宇）

全市国土系统工作卓有成效

纪念第24个全国全国““土地日土地日””

本报讯（记者 冯建平）6月 25日下午，省侨联
主席王之峰一行在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阜蒙县有
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阜蒙县东梁镇东梁村看
望特困的韩国侨眷元奉女。

今年54岁的元奉女与丈夫李如龙一直与公婆
居住在一起，后因居住环境改变，元奉女一家搬出
老屋。因为没有能力建造新房，在村里租房居住，
勉强维持生活。2007年，丈夫李如龙突发脑血栓，
失去了劳动能力，使本已贫困潦倒的家庭雪上加
霜。

王之峰详细询问了元奉女的身体和生活情
况，并将慰问金 3万元交到元奉女手上，希望能帮
助她重新安家。

据悉，省、市、县侨联及相关部门已为元奉女
重建住房筹集 10余万元，目前，面积为 96平方米
新房正在建设中，将于下月竣工。

省侨联主席王之峰来阜
走访慰问特困侨眷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解读（二）

图说阜新阜新

数据显示，近年来，青少年吸毒人
数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不断加大的
打击力度，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新型
毒品。在正义与邪恶的角力下，保护
好青少年，使其远离毒品刻不容缓。

治病先“问诊”，让青少年远离毒
品，必须找准“病根”。青少年心理不
够成熟，加之逆反心理和好奇心，容
易受骗上当，一旦成瘾，难以自拔。
而新型毒品往往更具欺骗性和隐蔽
性，让缺乏辨识能力的青少年无法正
确应对。与其刻意回避，不如主动出
击，实施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对青少年进行禁毒教育，首先
要让他们认清毒品对生命的摧残、
对社会的危害。个别青少年认为，
偶尔服用“冰毒”、“K粉”对身体并
无大碍。殊不知合成毒品对人的
大脑损伤极大，吸食合成毒品还会
引起自残和杀人等暴力行为。家
庭教育至关重要，父母首先要给孩
子树立正面榜样，平日要多关心孩
子，不止关注成绩，更要关心他们
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给予他们
正确的爱。学校是禁毒教育的主
体，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禁毒教
育，把毒品预防主题教育纳入教学
计划，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
和实效性。一张拒绝毒品承诺卡、
一本毒品预防手册、一次禁毒签名
或图片展览等，都可以让拒毒、防
毒知识在青少年中得到普及。

少年强则国强。让青少年远
离毒品需全社会重视。让青少年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是我们每一
个人的责任。

中西合璧 人才强企
（上接第一版）刘广生的着力点是对
人力资源实施战略储备。他认为这
样的人力成本支出不是浪费，而是
储蓄。

据王富民介绍，金凯集团从上到
下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牢牢把握

“引才、用才、育才、留才”四个环节，
建立了良好的人才资源管理体系和
运行机制。比如1984年毕业于大连
理工大学的大连公司副总经理刘艳
琴，2013年加入美国高级技术管理
团队的Thomas Runge博士和李文杰
博士，每年往返于大连和美国数次的
高级顾问王博士，致力于科技研发的
李振威和总监王永灿、王安钢都拥有
丰富的工业化经验。美国公司是一
支主要是由美国本土工作人员和王
富民夫妇组成的市场开发和产品销
售团队，其中副总裁Austin先生为公
司服务了17年。他们都为公司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探究原因，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是促使成员们致力于为公司服务的
主要驱动力。王富民说:“为用户创
造价值，为员工改善生活，为社会作
出贡献。公司要求全球所有员工都
以此价值观开展日常工作。”他还告
诉记者，金凯美国公司刚刚获得了
由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的“强
生制药”颁发的“优秀供应商奖”。

金凯集团以国际化视野规划企
业，以先进的理念引领企业，倡导中
西方先进文化相互融合。特别是在
阜新基地的“金凯化工”，让人既能领
略到西方式管理的踪影，也能感受到
东方文化的色彩。记者在企业的宣
传板上看到：“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追
逐梦想相聚在金凯”，“向一切先进的
企业、民族和国家学习”……企业文
化散发着浓郁厚重的正能量。

再看“金凯化工”。
“金凯化工”把人才划分为三个

层级，即顶尖人才、中坚人才和基础
人才，其比例是个金字塔结构。常
务副总经理贾铁成介绍说，“金凯化
工”全员只有 300多人，而决策层的
专家就有 8人，车间经理、副经理级
的管理者有 20多人，研发、生产、质
量、销售的骨干团队有近 30 人，此
外每年都要招聘至少 10 名大学本
科毕业生作储备。

在“金凯化工”，生产总监惠成
刚是阜新老化工厂的“坐地户”。他
说，我在这个厂区经历了企业的国
营、民营合资和后来改制整合的全
过程，自 2009年以新的体制机制运
行后，企业实现了中外人才、本地和
外地人才的深度融合，才有今天这
样的稳定快速的增长。

四川籍女孩唐小凤是天津大学
毕业后应聘到“金凯化工”的。她崇
尚“金凯化工”的人才理念：为人才
确定发展规划，搭建成长平台，赋予
充分的工作职责、任务和信任，以成
就感塑造人才。

优秀的人才队伍，良好的人才
储备，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点燃了

“金凯化工”快速发展的引擎。企业
平均每年新研发产品 10多个，2013
年异腈酸酯系列产品等 3个项目通
过省级技术成果鉴定和新产品投产
验收；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9项，其中
已授权4项；2012年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为当年阜蒙县域所有行
业中首家。目前，“金凯化工”是拜
耳、杜邦、巴斯夫等多家世界 500强
企业的重要供应商。面对充足的订
单和不断扩大的市场，“金凯化工”
不断扩大投资，去年开始投资 8000
多万元的新建项目将为企业进一步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冷冻站、变
电所和日处理能力 1000 吨的污水
处理站已陆续投入运行。

“金凯化工”正是因为有了各种
人才和人才作用的发挥，短短几年实
现了原有车间和装备的升级改造，实
现了原有产品的延伸和升级换代，实
现了低位热能回收、加氢还原、氯气
回收、连续硝化等节能减排、绿色工
艺、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实
现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金凯化工”大门口的一副对联
格外显眼：“胸怀中华放眼全球氟产
业百年兴旺，立足辽宁植根阜新金
凯人一马当先”。透过这样精彩的
字符，感受到的是企业的雄伟志向
和勃勃生机。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
李晓岑

本报讯（记者 田启迪）6月25日
上午，市公安局、市禁毒办在市中小学
生教育实践活动基地联合举办了市中
小学生禁毒教育基地揭牌启动仪式。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市禁毒委
员会副主任杨振福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学生代表向广
大中小学生发出“珍惜自己，远离毒
品”号召，500余名学生代表庄严宣
誓，与会领导为教师代表颁发“禁毒
志愿者”聘书。启动仪式后，与会成
员共同参观了禁毒教育基地展厅，

认真听取了“毒品危害一堂课”。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在宣传禁

毒、查禁毒品、打击贩毒方面不断加
大力度，禁毒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但禁毒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
青少年对毒品危害认识不深刻，青
少年在吸毒者中的比例有升高趋
势。市中小学生禁毒教育基地的成
立，标志着我市禁毒工作向社会化
迈出了重要一步，将有效开展针对
青少年的心理预防和辅导，从而让
青少年远离毒品。

市中小学生禁毒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 张丽娜）连日来，
我市公安机关加强对文化娱乐市场
的整顿和管理，对相关娱乐休闲场
所进行了一次大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重点是取缔
有害青少年成长的黄色电游室、网
吧和书刊画册等，创造文明、健康的
社会环境。此外，公安机关还定期、
不定期对娱乐场所、宾馆开展了清
查行动，对涉毒问题严重的娱乐场
所和宾馆进行了依法查处、严厉打
击。他们还在各娱乐场所统一张贴
了《辽宁省娱乐场所禁毒管理规
定》，并制作了禁毒宣传片在娱乐场
所不定期播放。

加强检查遏制毒品
本报讯（记者 张丽娜）6月20日，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对全市近150家易
制毒化学品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培训。

培训班上，禁毒支队相关人员
重点对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法规进
行了讲解，并且对做好易制毒化学
品的管理台账建立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培训过后，我市相关部门还
将对这些企业进行全面安全大检
查。

据了解，我市对易制毒化学品
企业常抓不懈，近 3年来没有发现
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也没
有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因违法受到处
罚。

严管易制毒化学品

拒绝毒品
本报讯（记者 包颖）日前，市自来水总公司结

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面向全市用户广
泛开展征求意见、建议活动，倾听用户心声，广纳
用户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供水服务水平。

据悉，此次征求意见活动从供水、服务两个方
面入手，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分成 5
个征求意见小组，分别深入到社区、学校、企事业
用户当中，采取召开座谈会、现场会的方式，征求
用户对供水企业行风建设、供水服务、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以及是否存在“四风”方面等问题。同
时，征求意见小组组成党员服务队进行现场办公，
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此次活动共发
出征求意见信3000余封，收回2946封。从征得的
意见上看，总公司在服务项目，服务机关企事业单
位、餐饮服务业等方面的工作理念、工作作风、服
务质量得到用户广泛好评。

征求意见小组将征求到的意见及建议梳理、
归纳出5大类、64条。同时积极抓好整改落实，对
于政策方面的问题派人进行认真解答；对于需产
权单位解决的，帮助联系并督促落实；用户提出的
跨区缴费等问题已经整改到位；对水质和水压、户
外表和供水管线保温问题、银行缴费等问题，总公
司将逐步改善落实，以不断提升市民对供水服务
的满意度。

3000余封征求意见信

倾听民声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李盼）近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
悉，在省十二运的赛场上，我市拳击代表队取得了
2银、8铜共10枚奖牌的成绩。

6月 13日，在丹东市新飞体育馆举办的青少
年拳击比赛中，我市的拳击小将们顶住大赛压力，
与沈阳、大连等传统拳击强队逐一过招。记者了
解到，此次我市拳击代表队共有16名队员，大部分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最后我市两位小将张
亚楠和富宏阳分别获得了女子 57公斤级和男子
63公斤级的银牌。同时我市拳击队在其他公斤级
的对抗中均有收获。最后，我市拳击代表队以 2
银、8铜和6个第五名的成绩为此次征战圆满地划
上了句号。

我市拳击健儿勇夺10枚奖牌

▲学生在远离毒品的横幅上签名。 记者 张丽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