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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国发〔2015〕2 号: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

• 国办发〔2015〕1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

业年金办法的通知》

• 国办发[2015]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

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

• 人社部发〔2015〕28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

• 浙政发〔2015〕25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12/2016



杭州师范大学人事处

改革思路

“一个统一”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等城镇从业人员统一实行社会统

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都

实行与缴费相挂钩的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

“五个同步”：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同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待遇确定机

制与调整机制同步完善；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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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待遇计发办法突出体现多缴多得，今后待遇调整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工资增长等因素，并与企
业退休人员等群体统筹安排，体现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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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工资总额20% ＋ 个人缴费工资8%

  — 个人缴费“3倍封顶、60%托底”：本人缴费工资高于全省平均工资3倍的

部分不纳入缴费基数，低于平均工资60%的以60%为基数缴费。

  — 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统一计息。不得提前支取，余额可以依法继

承。

• 职业年金 ＝单位工资总额8% ＋ 个人缴费工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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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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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

“老人”是指改革前已退休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标

准发放基本养老金，维持原待遇不变，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

“新人”是指改革后新参加工作的人员，退休后基本养老金为基础

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之和。

“中人”是指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在发给基础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依据视同缴费年限长短发给过

渡性养老金。设立10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实行新老待遇计发办法对

比，保低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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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基本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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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制度

• 改革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

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

-缴费年限越长，待遇水平越高

–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规定的计发

月数。计发月数根据本人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

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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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决定》附件“个人
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可以
看出：同样年龄退休的，计发
月数相同，所以缴费越多，待
遇水平越高；而同样个人账户
积累的，退休越晚，计发月数
越少，即除数越小，因而待遇
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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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逐步过渡    — 10年过渡期，新老对比，保低限高

   

•  新办法计发待遇＜老办法待遇，按老办法。

•  新办法计发待遇＞老办法待遇：

    第一年退休的人员发放超出部分的10% (2014.10.1-2015.12.31）

 第二年退休的人员发放超出部分的20% （2016.1.1-2016.12.31）

 依次类推……

 过渡期末年退休的人员发放超出部分的100%（2024.1.1-2024.9.30）

    过渡期结束后退休的人员执行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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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办法待遇计发标准

＝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 职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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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怎么计算发放，相关政策还在制定中

A：2014年9月本人基本工资标准；

B：2014年9月本人职务职级对应的退休补贴标准；

C：按国办发〔2015〕3号规定相应增加的退休费标准；

M：退休时工作年限对应的老办法计发比例；

Gn-1：参考第n-1年在岗职工工资增长等因素确定的工资增长率。从2016年

起，工资增长率每年由省人力社保厅会同省财政厅统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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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年金领取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领取职业年金

• 工作人员在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条件并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后，由

本人选择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的方式。可一次性用于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产品，依据保险契约领取待遇并享受相应的继承权；可选择按照

本人退休时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职业年金月待遇标准，发完为止，同

时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享有继承权。本人选择任一领取方式后不再

更改。 
• 出国（境）定居人员的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根据本人要求一次

性支付给本人。 

• 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死亡的，其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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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作进展

一、首次国家工资调整和增加离退休费 

   — 2014年10月1日起执行

   — 国办发[2015]3号：“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

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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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30日之前离退休的“老人”，2014年10月1日起增加离

退休费。学校于2015年7月完成调整和补发。

• 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休的“中人”，采取按老办法预发退休费。

 预发额＝①+②+③

① 2014年9月30日本人基本工资按规定比例计发的基本退休费

② 2014年9月30日本人职务职级对应的退休生活补贴

③ 国发办[2015]3号文件规定增加的退休费；

 

   * 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退休人员重新按老办法核定了预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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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职务职级 退休人员 离休人员

行政
管理
人员

 省部级正职以上 1100 1400

 省部级副职 1100 1140

 厅局级正职 700 900

 厅局级副职 700 730

 县处级正职 460 570

 县处级副职 460 480

 乡科级以下 350 400

 科员及办事员 260

专业
技术
人员

 教授及相当职务 700 820

 副教授及相当职务 460 540

 讲师及相当职务 350 400

 助教及相当职务 260

工勤
人员

 高级技师和技师 350

 高级工及以下 260

 按国家规定办理退职人员，按每人每月260增加退休生活费

国发办[2015]3号
浙人社发[2015]55号
杭人社发[2015]158号

2014年9月30日前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
（2014年10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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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办发[2016]62号——“调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工资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
休人员离休费”     

     —2016年7月1日起执行，2016年12月兑现到位
。

• 2016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

  ——预调整

      2015年12月31日前退休人员，暂按全省统
一标准预发，每月增加190元。1-9月增加额
于9月底补发到位，10月起按调整后额度发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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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部级正职以上 1450

 省部级副职 1100

 厅局级正职 900

 厅局级副职 750

 县处级正职 600

 县处级副职 500

 乡科级以下 400

 教授及相当职务 820

 副教授及相当职务 580

 讲师及相当职务 400

 国办发[2016]62号
 浙人社[2016]99号

二、第二次国家工资调整和增加离退休费 

增加离休费标准（2016年7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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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数据采集和社保帐户建立

三、第三批启动实施单位

• 11月底启动，完成数据采集并提交数据在养老保险系统启用。

• 12月起的退休人员养老金通过养老保险系统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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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起基本养老金由社保发放

（1）社保发放：原退休费中按规定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

主要包括基本退休费（含历年按国家省规定增加的退休费）、退休补贴

（规范后的生活补贴、教护龄津贴）——每月8日

（2）学校发放：按规定不列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仍由学校

发放（劳模先进荣誉津贴、交通费、医疗补贴、住房提租补贴等）——

暂维持原来每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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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发放对2016年基本养老金调整进行了清算

• 按照已确定的2016年基本养老金调整标准进行清算，从2016年1月起

补发。

 —— 2015年12月31日之前退休人员

      12月社保发额度＝12月份调整后的基本养老金＋（2016年基本养老金

调整标准－预调整190元/月）×11个月（2016年1-11月）；

—— 2016年1月1日后退休人员

     12月社保发额度＝12月份调整后的基本养老金＋2016年基本养老金调

整标准×11个月（2016年1-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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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基本养老金调整标准由以下5个部分组成：

1. 定额调整：每人每月增加60元

2. 按本人缴费年限调整：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5年及以下的2元/年

，15年及以上的3元/年；

3. 按调整前本人月基本养老金调整：按调整前本人月基本养老金的1%计算。

4. 按2015年同类人员月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

——行政管理人员：省部级240、厅局级155元，县处级115元，乡科级95元，

科员及办事员75元。

——专业技术人员：正高155元，副高115元，中级95元，初级及以下75元。

——工人：高级技师、技师和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95元，高级工以

下（含高级工）及普通工75元。

5. 适当倾斜提高部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男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且

不满80周岁的退休人员，每月增发30元。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员，每月

增发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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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启动发放在社保系统内进行，学校尚未得到社保实际

发放数据，社保目前尚未开通查询功能。退休教职工如有

疑问，可先反馈给人事处或离退休处，我们尽快与社保联

系沟通，核实后再一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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