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庆阳市近年来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建成运营的庆
阳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深受老年人欢迎。 老人可以在该中心开展书
法绘画、手工制作、田园劳作等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图为入住老
人在该中心书画教室内绘画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养老金又涨了！ 到 6 月底，2021 年调整增加的养老金已
全部发放到位，全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实现 ‘17 连涨’，

养老保障更坚实。
敬老爱老、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养老，是任何家庭和个

人都要面对的话题。 目前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占总
人口的 18.7%。 当‘银发浪潮’迎面而来，如何让他们享有幸福美
满的晚年生活，成为一道小康必答题。

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保障水平逐步提高、
养老服务设施提升改善，正有力托起老年人的‘夕阳红’。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近年来，中国全
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
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总数为 31.9 万个， 床位
820多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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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超 10 亿人，养老保障网越织越密

广泛覆盖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
从 1993 年的 9848 万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9.99 亿人，今年 6 月底
达到 10.14 亿人，约 2.9 亿人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

“瞧，这是我的‘工资卡’。 ”年
逾古稀的湖南农民李老从箱子里
翻出珍藏的社保卡，露出笑容。每
月能领到养老金， 让这个一辈子
没离开土地的农民非常感慨。“咱
农民也能领养老金了， 过去真是
不敢想！ ”李老说，在农村，这每月
百多元的固定收入就很了不起，
基本生活多了来源， 有了国家保
障，心里更是感觉不一样。

现在，像李老这样参加全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超过
5.4 亿人。 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启动新农保试点、
合并新农保与城居保、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养老保险
制度；从城镇扩大到乡村，从国
有企业扩大到其他各类企业，从
就业群体扩大到非就业群体，养
老保障网越织越密。

在中国，养老保险覆盖面从
1993 年的 9848 万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9.99 亿人，近 2.9 亿人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 今年，全国基
本养老参保人数进一步增加，6
月底达到 10.14 亿人。2016 年，国
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政府

“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表彰中
国在扩大社保覆盖面上取得的
卓越成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认为，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社会
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
模最大、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幅度
最大的国家。

不仅仅是养老的广覆盖。
2002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开始建设，2007 年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制度启动试点……基本医
疗保险网参保人数达 13.6 亿
人， 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对
老年人来说更是一份可贵的保
障。 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给予
相关补贴等，民生温暖传送到千
家万户。

“10 亿多居民纳入社会保障
范围，开始领取养老金、报销医
药费、享有低保金，从制度上实
现了城乡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弱有所助，是前所未有的。 ”
郑功成说， 这反映了拥有 14 亿
多人口的中国在民生发展方面
质的飞跃。

从“养儿防老”到“制度养
老”， 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有所养
的愿望正一步步实现。“加快健
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
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描绘
的美好蓝图，让人们对未来更加
充满信心。

待遇连涨

———企业职工月均养老金
由 2012 年 的 1686 元 增 长 到
2020 年的 2900 元左右 ； “十四
五 ”时期将继续推动 “社会保障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扩围增面广覆盖的同时，社

保待遇“含金量”也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基本养老金
上涨，就是身边最鲜活的例子。

江西瑞金的邱庆萱是一名
企业退休人员，今年 68 岁，他对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提高，
有着切身感受。 2014 年刚退休那
会儿，他的月均养老金不到 2000
元， 这些年养老金连年上涨，如
今已增加到 3000 多元。“今年国
家继续为我们企业退休人员涨
养老金，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邱
庆萱说。

数据显示，自 2009 年以来，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从每月 55 元、70 元、88 元提高到
93 元。企业职工月人均养老金由
2012 年的 1686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900 元左右， 今年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金实现“17 连涨”。

据了解，养老金调整主要考
虑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
以及基金支撑能力等因素。 在保
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基础上，
也让他们适当分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不仅有基本养老保险，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养老钱拿
得更踏实，近年来，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发展起来。

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并逐步

完善。2020 年末全国有 10.5 万户
企业建立企业年金， 参加职工
2718 万人。启动职业年金基金市
场化投资运营，2020 年末投资规
模 1.29 万亿元，全年累计收益额
1010.47 亿元。

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
金制度也正探索起步。 人社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 将抓紧推动、尽
早出台、尽早实施，满足多样化
需求，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幸福
生活。

展望未来，“十四五”时期的
主要安排已经明确，不仅将“社
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定
为主要目标之一， 提出全面落
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还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标准，提高企业年金覆盖
率，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一
系列新举措， 将让民生保障兜得
更牢。

服务贴心

———到 2020 年底，全国养老
服务机构和设施已达 31.9 万个；
地方各级财政投入 4.74 亿元，完
成 16.34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的适老化改造

家家有老人， 人人都会老。
安度晚年不仅需要物质保障，也
需要养老服务，对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老人更是如此。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五
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在敬老院
工作多年，亲身见证了社会养老
服务的进步发展。 李银江记得，
他是 1986 年调整到现岗位的，
“报到那天，政府只交给我 4.2 亩
荒地，地面上一块砖一片瓦都没
有”。 他们就自己动手搭窝棚，用
90 天时间建起一座拥有 11 间住
房的敬老院。

“经过多年努力，敬老院由
小变大发展起来。 ”李银江介绍，

敬老院建筑面积从原来的 200
多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 2700 平
方米，占地面积扩大了 10 倍，35
年来直接服务困难群众 2 万多
名，为老年人提供了安度晚年的
温暖去处。

一家敬老院的成长，是社会
养老事业发展变化的缩影。 数据
显示，“十三五”期间，各地实施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
院）改造提升工程，加强管理，有
效提升近 390 万特困老年人供
养水平。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2022 年底前， 将确保每个县
至少建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
的县级敬老院，优先满足失能特
困人员的照护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
年来， 中国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
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截至 2020年底，全国
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为 31.9
万个，床位 820 多万张。

针对多数老人倾向于居家
养老的特点，有关部门支持地区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 截至 2020 年底，地方各级
财政共投入 4.74 亿元， 完成
16.34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的适老化改造工作。

乘着养老事业发展的东风，
2014 年，李银江带领大家整合敬
老院资源，在盱眙县挂牌成立首
家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他
们把多余的床位向社会开放，为
空巢留守老人解决生活上的难
题。 李银江说，下一步，还想借力
乡村振兴，在农村新型社区挂居
家养老的牌子，为社区老人提供
一日三餐、精神关爱，将优质的
服务送上门去。

从机构服务到居家养老，从
城市到乡村， 更丰富的选择、更
贴心的服务，将让更多老年人享
受时代发展红利， 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石家庄桥西区振头街道普爱养老照护中心，老人在写毛笔字（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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