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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确立多层次社保体系
基本医保覆盖超 13.5 亿人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由城镇职工的“单位保障”向统筹城乡的“社会
保障”根本性转变，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人数超过 13.5 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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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日趋健全

从上世纪 80 年代探索企业
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到相继
建立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保险制度， 制度框架基本形
成。 颁布社会保险法，制定失业
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出台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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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
到 80%和 70%左右。 居民医保
财政补助标准从 2007 年的人
均 40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490
元。 大病保险实现城乡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全覆盖，政策范围内费
用报销比例超过 50%， 有效缓
解了大病患者和困难群体的医
疗费用负担。

年金， 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
8.04 万个， 参保人 数 2331 万
人，积累基金 1.3 万亿元。 积极
推动养老基金投资运营， 已有
14 个省（区、市）委托投资总金
额近 6000 亿元。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权益从
2000 年建立初的 200 亿元增加

涉猥亵中国小留学生牧师过堂
案件 12 月预审听证

波莫纳高等法院
全国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水
平已达 1228 元， 工伤保险待遇
稳步提高，生育待遇水平提高到
人均 1.81 万元。 社会保障待遇
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障了参保人
员的基本生活，让人民群众合理
分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到 1.83 万亿元， 应对老龄化的
基金储备更加充裕。
同时，各级财政不断加大社
会保障投入，2017 年社会保险
基 金 财 政 补 贴 收 入 1.23 万 亿
元。 基金规模的逐步扩大，进一
步夯实了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
的物质基础。

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目前，从中央到省、市、县、
乡镇（街道）的五级社会保障管
理体系和服务网络基本形成，为
参保单位和群众广泛开展社保
登记、待遇支付、政策咨询等服
务。
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强“金
保工程”建设，全面实施“互联网

+ 人社”行动计划，进一步简化
优化再造服务流程，积极推动数
据共享和互联互通。 实现了医疗
保险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更加顺畅，流动
就业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得到了
更好维护。
90%以上省级和 77%地市

艇上的人施以援手， 这些橡皮
艇上共载有 615 名偷渡者。 这
些橡皮艇中有数艘十分破旧，
在救援完成后沉入海中。 所有
获救偷渡者身体无恙， 已被送
陈斌杰
往附近的港口。

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均达
到 2 亿人左右，覆盖了绝大多数
职业群体。 同时，集中力量解决
了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参加医保、“老工伤”待遇和集体
企业退休人员、“五七工”“家属
工”、 农垦职工等群体参加养老
保险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基金规模逐步扩大

据介绍，1993 年，各项社会
保险基金收支总额 880 亿元，累
计结存约 288 亿元。 2017 年底，
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总额已
超过 12.4 万亿元， 基金累计结
存达 7.73 万亿元， 支付能力显
著增强。
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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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劳动者还不能充分享有各项
社会保障。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参保
人数逐年增多，覆盖范围越来越
广。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人
数已经超过 9.25 亿人， 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 13.5
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参保。失业、

摩洛哥军方 10 月 8 日发
布公报说，摩洛哥海军 10 月 6
日和 7 日在地中海共救起 615
名偷渡者。
公报说， 摩洛哥海军两天
内在地中海海域向 31 艘橡皮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据介绍，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自 2005 年到 2018 年连
续 14 年上调，待遇水平稳步提
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持续提高。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基金
最高支付限额分别为当地职工
年平均工资和当地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6 倍，政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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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
的重大转变，建立了“独立于用
人单位之外， 资金来源多元化、
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
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
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1993 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
全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
障体系。 据介绍，当年参加退休
费用社会统筹的人数 8964 万
人，参加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
人数分别为 7924 万人、1100 万
人和 550 万人， 参加医疗费用
社会统筹的仅 540 万人， 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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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配套规章，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体系不断健全。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称，经过
不懈努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实
现了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
障， 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家、单
位和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城镇

摩洛哥海军
在地中海救起 615 名偷渡者

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
通网上服务，12333 电话咨询服
务实现地市全覆盖。 社会保障卡
持卡人数超过 11.5 亿人， 应用
范围不断拓展。 同时，加强基层
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持续改进作
风，为民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张维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 涉嫌
猥亵未满 13 岁中国学童的美
国教会牧师利维拉（Douglas
Rivera） 当地时间 10 月 9 日
在洛杉矶东区的波莫纳高等法
院 （Pomona Courthouse）过
堂， 法官决定在 12 月 4 日进
行案件的预审听证。
今年 2 月 7 日晚，利维拉
闯入洛杉矶东区柯汶纳市的范
莱 酒 店 （Vanllee Hotel and
Suites） 两名中国游学女童的
房间，对女童进行猥亵。

随后， 警方公布案件的监
控录像并发出通缉令。 2 月 11
日上午 11 时， 利维拉在律师
的陪同下向警察局投案， 但拒
绝回答任何警方的讯问。
案件开庭后，他在 4 月 18
日对被控的猥亵儿童、 非法入
侵、 暴露身体三项罪名表示不
认罪。但根据起诉书，如果全部
罪名成立， 利维拉将面临最高
15 年至终身监禁的牢刑，并将
终身被登记为“性侵者”。
中新网

长江镇江水域多船相撞致 3 船沉没
仍有 4 人失踪
10 月 9 日 18 时 10 分左
右， 在长江 108 号浮附近水
域，上行海轮“国远 1”轮因避
让操作不当， 驶入长江定易洲
锚地， 与并绑锚泊的船舶发生
碰撞。 导致 3 艘船舶沉没，4 艘
船舶不同程度受损，9 人落水。
昨日上午， 记者从镇江海
事局获悉， 镇江市水上搜救中

心接报后， 调派 8 艘海巡艇、
多艘社会船舶及 40 余名搜救
人员在现场组织搜寻失踪人
员，并协调打捞工程船、助拖船
等社会救助力量在现场开展打
捞作业。
目前，已有 5 人被成功救
起，仍有 4 人失踪，事故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刘名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