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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上涨养老金发放到位
根据省人社厅的部署，威

海市今年继续提高退休人员的
养老金，总体调整水平为5%，
此次调整是自2005年以来连续
第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也是连续第4年同步调整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

本次养老金调整范围为
2018年12月31日前的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时
间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采
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
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

定额调整
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0元。

挂钩调整
按照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2018年12月养老
金的1 . 7%增加。企业退休人

员与缴费年限挂钩，实行分段

递进的挂钩办法。缴费年限在
15年及以下的，每年增加1 . 5
元；缴费年限在第16年到第25
年的部分，每年增加2元；缴费

年限在第26到第35年的部分，

每年增加2 . 5元；缴费年限在

第36年到第45年的部分，每年

增加3元；缴费年限第46年以

上的部分，每年增加3 . 5元。

机关事业退休人员与职务

(岗位、技术等级)挂钩，根据本

人的职务层级，以32元的基数

乘以不同的职务系数。

适当倾斜
在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

70周岁不满75周岁、年满75周岁

不满80周岁、年满80周岁及以上

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15元、30元、60元。同时，对2018
年1月1日到12月31日这期间达

到70周岁、75周岁和80周岁的退

休人员再分别进行调整。其中，

企业退休人员分别每月增加290
元、190元和360元。一次性补缴

退休人员分别调整70元、60元和
12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分别调整20元、80元和80元。

例如，李大叔1948年2月出

生，2018年刚好满70周岁，那他

的此次待遇调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定额调整50
元。第二部分为挂钩调整，挂钩

调整里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
分是2018年12月他本人基本养
老金的1 . 7%，即3314 . 81元×
1 . 7%=56 . 35元；第二部分则与
他本人缴费年限挂钩，李大叔
实际和视同缴费年限共计34年
9个月，其中缴费年限不足1年
的，按1年计算，因此按35年计
算缴费年限。15年以下部分为
1 . 5元× 1 5年= 2 2 . 5元，1 6
年——— 25年部分为2元×10年
=20元，26年——— 35年部分为
2 . 5元×10年=25元。合计为
22 . 5元+20元+25元=67 . 5元。

第三部分为适当倾斜。李
大叔1948年2月出生，2018年12
月31日前，年满70周岁不满75
周岁，每月增加15元；其中，李
大叔又是2018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达到70周岁，因此每
月又增加290元，共计305元。

那么，上面几部分加起来，
李大叔2019年待遇调整共计50
元+56 . 35元+67 . 5元+305元=
479元。(保留到元，总额不足1
元的按1元增加。)

知道了怎么计算，这只是
第一步。到底上涨的工资是怎
么发到我们手中的呢？这还需
要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的努力。

调资公告下发后，就吹响
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战斗”的
号角。首先，工作人员会根据当
月工资的发放情况进行手工测
算，得出工资数据，然后再从人
社系统中将电脑计算结果导
出，与手工测算结果进行逐一
比对。文登区有8万多名退休人
员，也就是说，为了确保每一位

退休人员工资调整的准确性，

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需要对这

8万多人的导出结果全部进行

对比，将手工测算结果与系统

生成结果有差异的人员找出。

然后，工作人员再按照调

资原则，对结果有差异的人员

进行一一对比，找出差异原因，

将原因上传系统，等待系统修

正数据后，再次将数据导出，进

行比对，如果结果再有差异，就

需要将前面的步骤再次重复，

直到数据完全无误。

虽然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

来却是非常繁琐。要把文登八万

多退休人员全部确认无误，是一
个巨大的工作量。需要社保中心
9位工作人员连续三天加班到凌
晨一点多，才能完成。

目前，经过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的加班加点，增加的养老
金已于7月底全部发放到位。

通讯员 郭明 于凯

问：农民工是否适用跨
省养老保险转移办法？

答：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适用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包括农
民工。 根据规定，农民工中
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
的，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
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
录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
存额继续按规定计息。农民
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续参保
缴费的，无论其回到原参保
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镇就
业，均按规定累计计算其缴
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
户储存额，符合待遇领取条
件的，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
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其在
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
户全部有效，并根据农民工
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
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转入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丛亦彬
问：用人单位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事故
怎么办？

答：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
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职工发
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李君

社保问答

李君，一个文登区社保中
心企业养老科的一名普通职
员。2016年，李君结婚了，从
此，她又多了一重身份——— 军
嫂。

军嫂是平凡的，又是伟大
的。军嫂，一个响亮的名字，在
她们背后承受着的是更多别
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困难。如
果说，军人是伟岸的青山，那
军嫂就是围绕在山间的清溪；
如果说军人是国之栋梁，那军
嫂就是军人家庭之柱。她们用
柔弱的双肩，坚强地扛起了家
中所有的重担，只为给军人一
个温馨的家，一个心灵停靠的
港湾。

李君的丈夫在河南某部
队服役已有9年，连续8年没能
在家过春节。他一年只有40天
假，李君一年有一个月的探亲
假，来回的往返再加上部队有
可能随时会召回，他们一年团
圆的时间加起来可能只有一
个多月。

为了让丈夫在外安心保
“大家”，她在家中默默地守护
着“小家”，用自己瘦弱的身躯
支撑着丈夫的“大后方”。乐观
开朗的李君总是会拍着胸脯
告诉丈夫：“你在部队好好干，
家里一切有我！”她用细巧的
心灵包容、理解、支持着丈夫
军人的执着。

而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无论平时工作多忙，她都会抽
时间去双方父母家看看。父母
们却总是告诉李君，平时工作
那么忙，要多注意休息，没什
么事不用来回跑。但是之前发

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她回家回
的更勤了。

婆婆的身体不太好，每年
都得住院，为了不打扰李君的
工作，老两口经常不告诉李君
自己偷偷去医院住下。有一
次，李君下班后去看婆婆，发
现家里没人，打电话问的时候
老两口说去亲戚家串门，晚上
不回来，让李君早点回去休
息。李君感觉不对，一再追问
下，婆婆才说她在医院住院，
让李君放心。李君一边驱车赶
往医院，一边默默流泪，她觉
得是因为自己对他们关心太
少，心生愧疚。从此之后，她去
婆婆家更勤了。她说，老公不
在家，家里的老人全部的指望
就都在她身上了，她一定要照
顾好他们。

有了她在大后方的保障，
李君的丈夫在部队里也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多次获奖并荣
立一次二等功。

作为军嫂，从某方面说她
是劳累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
需要她独自承担；而从另一方
面说，她又是幸福的，因为眼
前有理解爱护她的父母，远方
有思念她的爱人。其实幸福，
从来都不是只看表面，而是用
心去感受。

或许是军嫂这个身份赋
予了李君更多的爱心和耐心，
她也把这些带到了工作中。李
君是文登区社保中心企业养
老科的一名员工，工作内容是
给企业职工办理退休手续、计
算退休工资等，面对的群体多
是一些老年人。因为涉及到退

休工资计算，很复杂，有些老

人不理解就执着地要求自己

算。遇上这样的情况,就得反

复地跟老人沟通解释，将复杂

的计算公式和套路变着法的

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老人明

白。有时来一个这样咨询的老

人，她就得忙活一上午。
有一次,一个农村老大妈

急匆匆地来到窗口，告诉她档
案丢失了，而且听说档案弄丢
就不能办退休，说着说着都急
哭了。子女不在身边，自己又
不熟悉流程，看着老大妈手足
无措的样子，李君立刻安排好
手中的工作带着老大妈去办
手续。单位都下班了，她还是
用自己的车带着老大妈跑完
了所有手续。后来,老大妈带
着自己家的土鸡蛋、农家菜等
来感谢她,都被她谢绝了。

除了工作，李君还有着许
多爱好。或与三五好友一起去
唱唱歌，或一起去海边烧烤，
再或者钻研一些新菜品，等老
公回家给他一个惊喜。而诸多
爱好中，演讲是她最拿手的。
她曾多次获得市级演讲比赛
的一等奖。今年5月份，区宣传
部组织“我的家风故事”主题
演讲，作为一名军嫂，她用爱
人家祖孙三代军人的故事打
动了所有人，再次获得一等
奖。

“我多么庆幸，能够走进
这个军人家庭。尽管时代在
变，环境在变，生活在变，但我
坚信无论将来发生什么，这份
钢铁军魂铸造出的军人家风，
都能够一如既往的传承下去，
闪耀着高尚而纯粹的，军人之
光。”正如李君在演讲中说的，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她都会把

这份军人家风传承下去，这，
正是军嫂的至高境界。

通讯员 王文静

传承军人家风的好军嫂——— 李君

八一特辑———

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在进行加班前的工作部署。
通讯员 丛亦彬 摄影报道

深夜23:00，工作人员仍在进行数据比对。
通讯员 曲海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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