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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通 知
周 杰（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2191970*****891，用工性质：
在岗A类），你于2011年请病假后
至今一直未到公司上班，也未到公
司办理任何手续，现请你在本通知
见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回单位办
理相关手续，否则我公司将按照劳
动法规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余姚市分公司

2020年7月28日

任命:
吴婷婷、夏永泉、史夏芬、王友芳、茅世强、卢康、严高峰、徐利

明、李如锋、王洁琼、牛志明、谢建平、章燕娜、袁丹阳、陈红芬、茅春
红、周央京、张斌、毛立明、劳轶骏、陈祎森、陈晓英、楼佳栋、周奇、
李思力、宋姚来、汪惠琴、倪颖、陈红、蔡无瑕、叶彩萍、洪瑶、黄伟
良、陈力、周文君、俞文、马友谊、史建苗、姜荣华、韩泽钿、陈玉桥、
俞华君、杨江能、沈国强、赵迪科、诸明敏、周浩鹏、符红军、俞杨杨、
杨洁清、黄亮、石晓光、陈坚、陈菊香、徐玲玲、张玲琼、方萍、钱凌
龙、汪百新、方四芬、赵祖培、吴科君、王如丰、沈红、单银军、王煊
荣、黄松苗、张狄青、赵延斌、李文娟、钱时森、吕似春、张劼、邵建
树、孙燕丽、邵小波、许明、闻人智、朱福良、殷琳玲、孟灵琳、施建
康、徐海宏、孙宁意、钱剑波、俞瑞明、徐亦龙、魏晶晶、梅允淼、沈程
程、叶建平、钱小青、叶云峰、王满飞、陈四国、吴雪军、钟佰青、董乾
明、沈燕、张冬寅、袁胜华、陈辉英、郑旭定、俞琼峰、倪丹丹、徐焕
艇、王军、施阿平、周梁、赵文鸿、许芳芳、黄丹丹、杨梅娟、应迎丹、
任丽萍、卢江波、王力、毛仁刚、魏建永、周剑铭、沈伟良、丁丽君、施
聪、马莉丹、徐立树、杨亚娜、王彩霞、阮文波、陈杰、叶泉、周桂兰、
罗玲玲、宓秀英、芦炳、陶洪亮、陆莲迪、蔡贺龙、韩炅、傅芸文、谢
奇、陆联英、郑博雯、李鑫敏、黄柏超、钱陈明、邵清清、卢柱峰、张
芸、潘玲玲、陆美丽、谢晓滨、杨彬、谢委敛、张维银、姚建鳌、徐贞
禄、顾锋锋、洪文霞、赵丹、黄央炯、陈惠英、丁丹丹、姚维、李敏、陈
筱筱、周徐达为余姚市人民陪审员。

余姚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二）
（2020年7月27日余姚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近期，全国有近30个省份发
布了养老金调整方案。据悉，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有所下降。在此情况下，各地如
何保障养老金顺利调整并按时足额
发放？

养老金今年继续调
整，总体涨幅为5%

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 《关于
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从2020年1月1日起，
为2019年 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全国总体调
整比例按照2019年退休人员月人
均基本养老金的5%确定。各省以
全国总体调整比例为高限确定本省
调整比例和水平。

“新华视点”记者发现，截至
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天津、广
东、安徽等近30个省份在官网发
布具体调整方案。辽宁、河北、江
苏、安徽、广东等地规定7月底前
发放落实，宁夏要求最晚于8月底
前将调增的养老金足额发放到退休
（职）人员手中。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主任褚福灵介绍，养老金调
整是结合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上
涨、工资收入增长等多重因素而进
行的依法调整。

记者了解到，已出台方案的各
省份此次采取的依然是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方

式。
在定额调整方面，不同省份的

调整金额从25元至80元不等。其
中，西藏、上海的调整金额较高，
分别为每人每月增加 80元和 75
元。挂钩调整主要与退休人员的缴
费年限或工作年限、基本养老金水
平等因素挂钩。上海、安徽、内蒙古
等地规定，缴费年限每满1年，每人
每月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在几元至几
十元不等。天津、广东、辽宁等地以
缴费15年为界限，对超过15年缴
费年限的部分再次增加额度。

此次养老金调整也延续了以往
向高龄人员、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和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倾斜的传
统。河北加大了对驻省外艰苦边远
地区退休（职）人员的倾斜力度，
艰苦程度超过河北本地的，每月增
加35元。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
有助于增加退休人员家庭收入，也
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武
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向运
华说。

养老保险费减收会
否影响养老金发放？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资
金来源于社保“五险一金”中养老
保险基金。在疫情影响下，国家已
出台企业养老保险费免、减、缓等
政策，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有所下
降。同时，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不同
程度下滑，财政补助养老保险基金
难度也在增加。

“今年减免社保费的力度和规

模空前，全年企业养老、失业和工
伤三项社会保险预计减费1.6万亿
元，其中企业养老保险费减收就占
1.5万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说。

因此，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无疑将进一步增加养老保险基
金运行承压能力，养老金能否确保
上调、按时发放，成为社会关注焦
点。

聂明隽表示，从总体上保证发
放是没有问题的。得益于经济多年
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积累了比较可观的“家底”。截至
6月底，全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达4.77万亿元，预计到年
底还能保持 3.8 万亿元以上的结
余，此外还有2万多亿元的全国社
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整体支撑能
力还是比较强的。

针对部分省份可能出现的当期
基金“收不抵支”情况，业内人士
表示，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对分省确保发放的困难
程度也进行了充分预判，对困难省
份将加大资金调剂和支持力度。”
聂明隽说。

湖北等省份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严重，中央调剂基金支出也对其相
应倾斜。比如,湖北获得中央调剂
基金下拨与上缴数额之差的受益额
比去年增加55.4%。

如何进一步保障养
老金安全？

“在制度建设上，长期确保发

放已有根本性制度安排。”聂明隽
表示。

据了解，为确保养老金发放，
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根 据 财 政 部 近 日 公 布 的
《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支出 （下
拨）情况表》情况来看，今年中央
调剂基金总规模将达到7399.72亿
元，比去年上涨17.4%。基金调剂
比例从去年的3.5%提高至4%。

在省级统收统支的基础上推进
全国统筹。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6 个省份实行了规范的省级统
筹。到年底，所有省份都会实现基
金省级统收统支，不仅能进一步增
强全省基金统一调度使用能力，也
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良好
基础。

建立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
目前基金规模已达到2万多亿元。
为进一步增强社保基金的可持续
性，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工作，截至 2019 年
底，中央层面已完成划转国有资本
1.3万亿元。

对现有基金保值增值。目前已
有22个省份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委托投资合同，累计到账资金
9482亿元。

针对此前个别地区出现的缴费
不实，骗取、套取养老金等案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韩
克庆建议，要进一步加强财政专户
管理和审计监督，加强制度的规范
化和法制化，杜绝漏洞和缺口的出
现。（记者 翟永冠 宋佳 王优
玲 李劲峰 王晖）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疫情影响下，养老金如何调整？
如何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宣布：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

年会视频会议将于 7 月 28 日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
致辞。

习近平将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
者 刘慧 姚均芳）备受市场关注
的新三板精选层27日开市，32家
公司首批晋层。新三板“基础层、
创新层、精选层”三个层次递进的
市场结构正式形成。

“设立精选层既是新三板发展的
里程碑，也是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
的起点。”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
将进一步推进注册制、交易结算等基
础制度改革，创新融资产品和工具，做
精做细精选层，统筹推进精选层、创新
层和基础层协同发展，强化市场监管
和风险防范，不断提升新三板市场的
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首批精选层企业“小而美”特征
显著，中小企业占比84%，业绩相对
突出，具有一定科技含量，行业、地域
分布较为均衡，与新三板市场定位相
符。首批32家公司的平均发行市盈
率是31.36倍，募集资金总额94.52亿
元，平均每家募集资金2.95亿元。

随着改革的推进，新三板的合

格投资者数量增长迅速，截至7月20
日，合格投资者突破151万。投资者
参与意愿积极，首批精选层企业平均
网上申购倍数达到了362.69倍，反映
了市场对新三板改革的认可和期待。

“进入精选层，意味着公司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首批
精选层上市企业观典防务的董事长
高明心情激动。他说，将以进入精
选层为新起点，诚实守信、合法经
营，持续提升公司经营质量。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服务创新
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和民
营企业的主要平台，目前挂牌企业
超过 8500 家。去年 10月 25 日，
新三板全面深化改革正式启动。

全国股转公司董事长谢庚表
示，设立精选层是全面深化新三板
改革的核心内容，精选层公司将有
效提升融资并购交易效率，并获得
转板上市机会。精选层也将发挥引
领和带动作用，全面改善包括创新
层和基础层在内的市场整体效应。

新三板精选层“起跑”

新华社香港7月27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27
日宣布，自29日零时起实施为期
7天的更严格的限制社交距离措
施。新措施包括市民在所有公众场
所包括室内及室外都必须佩戴口
罩、在公众场所群组聚集的人数限
制由四人收紧至两人等。

张建宗当日率领多名特区政府
官员就防疫抗疫措施举行记者会。
张建宗表示，香港过去一周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量急升，已连续五天
确诊个案破百例，不少病例的感染
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不同行业，规
模广泛。

自7月13日至26日，香港共

有逾千宗本地确诊个案，其中492
宗感染源头不明。张建宗表示，由
于确诊者可能在潜伏期间传播病
毒，难以短期消除隐性传播，社区
大规模暴发风险极高，因此有急切
必要收紧防疫措施。

除了要求所有公共场所强制戴
口罩和禁止两人以上聚集以外，新
的防疫措施规定所有餐厅全天禁止
店内饮食，美食广场关闭座位，酒
吧或酒馆必须关闭；除此前要求停
业的经营场所外新增所有体育场所
和游泳池停业。

张建宗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
中，减少社交接触及外出就餐，雇
主应允许员工在家工作。市民也应

戴好口罩，保护自己及他人。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

肇始表示，特区政府已动用防疫抗
疫基金对特定人群进行大规模病毒
检测，不断扩大检测范围。此次将
加强对高风险社区进行免费检测，
未来一星期将扩大至1.4万名小巴
司机、约300间街市、900名特殊学
校住宿人员等，慈云山所有居民也
将进行检测。

香港新冠疫情严峻，特区政府
多次收紧防疫措施，不久前公布的
防疫举措包括内地来港人士强制检
疫令再延长至9月7日，以及香港
市民23日起在任何室内公众场所
都必须佩戴口罩。

香港所有公众场所均须佩戴口罩
禁止公众场合两人以上聚集

新华社北京7月 27日电 7
月 27日上午 10时，按照中方要
求，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闭馆。中方
主管部门随后从正门进入，实行接
管。

美国驻成都
总领馆闭馆

中方实行接管

在位于长春的红旗工厂总装车
间，工人对车辆进行检查（6月19
日摄）。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6665.5亿元，同比
增长11.5%，增速比5月份加快5.5
个百分点。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66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加快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加快

据新华社香港 7 月 27 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27日下午介绍，截至27日零时，
香港新增14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为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高；其
中本地感染病例142例、输入性病
例3例；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778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
第六天超过100例。特区政府卫生
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
君介绍，在当天新增的本地感染病
例中有 59 例目前找不到感染源
头，有83例与此前相关感染群组
有关，其中大部分为家庭或朋友聚
会感染群组。此外，27日还新增
6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

香港新增145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
者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27日，由中铁十
八局集团承建的我国华东地区最长
高铁隧道——长达18.226公里的
杭绍台高铁东茗隧道安全贯通，为
杭绍台高铁按计划在2021年建成
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长271公里的杭绍台高铁连
接了杭州、绍兴和台州，设计时速

350公里，是国家首批社会资本投
资铁路建设的示范项目之一。其
中，东茗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

据中铁十八局集团杭绍台铁路
东茗隧道现场负责人郭金发介绍，
为安全贯通隧道，他们在施工中通
过增加3个斜井，采取“长隧短
打”的方法，实现了8个工作面同
时开挖掘进，安全穿过10多条地
质断裂带。

我国华东地区最长高铁隧道贯通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6日电
（记者 吴刚）俄罗斯总统普京26
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讨论乌克兰问题等。

俄总统网站当天发布公告说，
此次通话是应乌克兰方面提议进行
的。两国总统就解决乌克兰问题详
细交换了意见，强调要加强乌克兰
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俄罗斯、乌克
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谈判
解决乌克兰问题方面的作用，对联
络小组22日达成的关于在乌东部
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
甘斯克州）实行停火的补充措施表
示欢迎，并呼吁有关方无条件执行
停火协议。

公告说，普京在通话中表示，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5日通
过的有关2020年地方选举的决议

违反明斯克协议，不利于乌克兰问
题的解决；他对乌克兰高官日前关
于明斯克协议在很多方面已不具有
现实意义的表态表示关切。普京特
别强调，泽连斯基在此次通话中再
次表达了明斯克协议不可替代的立
场，他希望乌方言行一致，严格遵
守明斯克协议。两国总统还就疫情
和抗疫措施交换了意见。

另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6日
发布的消息，泽连斯基与普京当天
通电话，对将于27日开始实施的顿
巴斯地区全面停火协议表示支持。

双方就在顿巴斯地区实施排
雷、撤军、在军事接触线开设新的
检查站、确保国际红十字会专家与
在押人员进行接触等进行了讨论。
双方还讨论了在顿巴斯部分地区实
施特殊地位法等问题。

俄乌总统通电话讨论乌克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