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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胡原）养老保险分为职工养老保险和居
民养老保险，两者在参保覆盖范围、缴
费方式、缴费标准等方面均有明显不
同。

那么，两者的具体区别有哪些？公
众又该如何选择？日前，市人力社保局
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区别一：参保覆盖范围不同

据介绍，职工养老保险是指与用人
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随单位参
保。年满16周岁以上、未达到国家规
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有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意愿且具缴费能力、愿意
承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义务的，可自
愿申请参加我市职工养老保险。

居民养老保险是指具有我市户籍、
年满16周岁的城乡居民，可自愿参加
我市居民养老保险。

全日制在校学生及已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退休待遇或养老待遇的人员
不得参加居民养老保险；已参加职工养
老保险的人员，同一时间段不得参加居
民养老保险。

个人参保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区别二：参保缴费的方式不同

职工养老保险为按月缴费。在用
人单位工作的职工，由用人单位每月为
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本人缴纳
部分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个人缴费人员每月自行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银行代扣代缴)。

居民养老保险由参保人本人按年
缴，参保人参保后，可通过银行代扣代
缴，也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微信、支付
宝、“渝快办”等线上渠道缴费。

区别三：缴费基数核定
的标准不同

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随用人
单位参保的，本人月缴费基数为本人上
年度月平均工资；新进人员当年月缴费
基数为起薪当月工资。

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或起薪当
月工资低于上年度全市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60%的，按照上年度全市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的60%核定。

超过上年度全市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300%的，按照上年度全市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300%核定。

个人身份参保的，本人月缴费基数
可结合自身情况，在上年度全市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自行选
择。

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随用
人单位参保的，个人缴费比例为8%，
计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比例为16%，
计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个人身份参保的，缴费比例为
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计入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分为了13个档
次，参保人可自行选择。

此外，对于困难人员参加居民养老
保险，我市还有代缴政策。其中对于正
常缴费的特困人员，按最低档次计算代
缴金额，由政府全额代缴(目前为 100
元/年)；正常缴费的建档立卡未标注脱
贫的贫困人口和低保对象，由政府按

70%代缴(目前为 70 元/年)，其余部分
由个人承担。

选择其他档次缴费参保的，政府仍
按前述标准进行代缴，超过代缴标准的
保费金额由参保人承担。

区别四：领取待遇的条件不同

按规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
上，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申办
退休，按月领取养老金。

居民养老保险要求参保人年满60
周岁，从年满60周岁的次月起领取养
老金，缴费不满15年的可一次性补足
到15年。

其中，在各区县(自治县)居民养老
保险制度试点时，已年满45周岁、不满
60周岁的人员，可选择不补足15年；
试点时已满60周岁的人员，可不缴费。

区别五：养老金项目及标准不同

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包括基础养
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
金。并与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缴费基
数、退休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以及退
休时我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等成正相关关系，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由基础养老
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
金的现行标准为115元/月。并根据
全国基础养老金标准、我市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物价变动等情
况适时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参加过职工养
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两种制度的参
保人，不能同时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
养老金和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

“根据规定，参加过居民养老保险
和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可在达到职
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办理制度
衔接手续。”该负责人说，从居民养老保
险转入职工养老保险的，居民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储存额并入职工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
计算或折算为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从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居民养老保
险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并
入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职工养老保
险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居民养老保险
缴费年限。

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究竟该买哪个，市人社局解读五大区别——

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9月2日，
市委网信办召开“三项整治”专项工作
推进会，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网信办要
求，对我市“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传
播秩序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自媒体基
础管理专项治理”“网络直播行业专项
整治”等“三项整治”专项工作进行阶段
性总结，对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向纵深开
展进行再部署。

会议指出，“三项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全市网信系统、各有关部门、市属新
闻网站、商业网站平台认真落实有关工
作要求，把集中整治作为推动全市网络
生态持续向好、网络空间更加清朗的重
要抓手，聚焦规范互联网新闻传播秩
序、优化和改进正能量稿件推送等八个
方面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围绕“三聚焦、
四摸清、五突出、一探索”工作思路进行
网络直播行业整治规范，在全市展开了
网络空间全覆盖的大排查、大清理、大
整治，通过各方通力合作、协同作战，专
项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网络生
态持续改善。

目前，市网信系统会同相关部门，
已基本摸清包括涉渝热搜榜、社交互
动平台、移动应用程序和公众号账户、
网络直播App等在内的网络基础资
源信息。各区县网信办、市属新闻网
站和商业网站平台聚焦 8个方面问
题，突出整治11类有害信息和13类
问题账号。截至目前，全市共关闭违
法违规网站250余个，关闭违法违规
自媒体账号 8000 个，清理违规新闻
App10余个，查删各类违法违规信息
4.7万多条。

为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走深
走实，结合我市集中整治工作中的薄弱
环节，会议明确，下一步我市将突出抓
好问题发现和整改、平台规则的健全和
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建设和落实、技术
监管、导向管理、管建并举管用结合、自
媒体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配合落实分
级分类管理等八个方面工作，坚持点面
结合、标本兼治、管用一体，依法依规动
真碰硬，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市委网信办召开“三项整治”专项工作推进会

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向八方面纵深开展

本报讯 （记者 杨骏）9月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悦来投资集团了解到，
悦来正积极打造集中供能项目，目前集
中供能面积已超过180万平方米。

作为国家首批海绵城市试点、国家
首批绿色生态城区域，悦来凭借江、河、
溪、谷等自然资源，在开发建设中，打造
重庆首个面向住宅用户为主的集中供
能项目，探索生态城市人居范本。

据了解，集中供能项目把悦来生态
城分为三个供能分区，通过建设能源站
3座，利用水源热泵技术，以嘉陵江水
和污水厂的中水为冷热源，实现变废为
宝，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最大程度
降低废水废气二氧化碳的排放，尽量减
少城市热岛效应。

中节能悦来能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彭玉介绍，集中供能项目完全实施

后，每年可节约标煤22584.16吨，减排
二氧化碳55.08万吨，减排二氧化硫3726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3523吨，减少烟
尘排放2168吨。同时，与传统供能相
比，本项目供能的能效比（COP值）可以
提高约50%，为建筑降低能耗约30%。

他还表示，从经济效益上看，采用
集中供能方式，可以为用户降低约
20%- 30%的投资成本，并降低约
15%-30%的使用成本，让用户以更优
的成本享受舒适的供能效果。

今年5月，该项目正式启动集中供
能，为悦来生态城部分楼盘先期入驻业
主、商户、物业等用户提供了供冷、供暖
服务。悦来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项目建设计划，预计“十四五”期
间，悦来生态城3.44平方公里将实现
集中供能全覆盖。

探索生态城市人居范本

悦来集中供能面积超180万平方米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天翊）9
月 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由重庆大学、两江新区、松山湖机器
人产业基地共建的明月科创实验班（以
下简称“实验班”）2020年首届招生正
式开启，将为重庆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新工科人才。

据介绍，实验班将重构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以项目为驱动的新工科教学，
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界限，促进学生跨界
思考以产生新的知识和创意，并在学习、
思考和实践中突破现有学科领域边界，
形成设计思维、工程思维和系统思维等
创新核心能力，培养科创领军人才。

据了解，实验班本科学制四年，将
在重庆大学2020级理工科和设计学相
关专业新生中选拔30人组成，每年给
予150万元课程项目经费。课程设计
借鉴美国欧林工学院，由30名不同学
科老师组成交叉团队，每门课程都有
2-3位老师上课，生师比接近1:1。学
生在完成必修课的基础上，可根据个人
兴趣专长选修不同领域方向的交叉创
新课程，并进入实验室开展持续研究。

在学生毕业时，实验班将结合项目
研究所属领域方向的毕业要求进行毕
业资格审查，对达到对应培养方案且符
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授予机
器人工程、智能医学工程、人工智能、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工科专业学
士学位。

此外，明月湖科创实验班对接重庆
两江产业基地科创研究生班，学生拥有
推荐免试就读研究生，以及获得产业基
地基金资助的机会。

据悉，为适应“新经济、新业态、新产
业、新技术”的变革，两江新区正在构建包
含新工科教育、科创人才培育、项目孵化、
产业链协同的“科创+生态”生态体系，已
协助多所在渝高校开展新工科教育。

例如，在8月30日结营的2020智
能C端科创训练营中，由两江新区搭建
的渠道将11名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重庆理工大学等在渝高校的大学生
送到东莞市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
地，经历发现问题、客户调研、产品定
义、样机制作的产品开发流程，帮助“六
忙星”等4个团队完成从“0”到“1”的智
能C端产品（面向最终用户或消费者的
产品）开发，斩获“最佳设计奖”“最佳技
术奖”“优秀团队奖”等4个奖项。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将
以明月科创实验班建设为契机，探索与
高校联合开展新工科教育的经验和方
法，同时实现相关活动在“智汇两江”品
牌下的常态化开展，为重庆培养更多适
应“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的
未来产业创新领军人才。

两江新区携手在渝高校培养新工科人才

明月科创实验班首届招生30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春阳）
240公里的灌溉管网，串联起水库、山
坪塘、产业水池等水系项目，让曾经有
效灌溉面积不足 16%的丰都县三建
乡，实现了1.8万余亩产业地块水系配
套全覆盖。9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丰都县三建乡了解到，三建乡已在全乡
建成自来水厂8座、供水干管38公里、
灌溉管网240公里并投用，基本满足全
乡人畜饮水及灌溉用水，这是全市首个
面向全乡域规划实施的产业水系配套
工程。

三建乡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海拔230米-1200米，山高坡陡，
道路逼仄。全乡可耕地仅占总面积的
25%，基本没有成片的土地，且绝大多
数是25度以上的坡地，保水性能差。
2017年以前，三建乡工程性缺水问题
极为严重，一年有8个月季节性缺水，
人畜饮水、农田灌溉等都是大难题。

从2017年开始，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扶贫集团（以下简称“扶贫集团”）
为三建乡量身定制了《三建乡脱贫攻坚
工作规划（2017-2020）》，将水利工程
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此后，三建乡的缺
水“顽疾”被逐渐“治愈”。

首先，扶贫集团成员单位市水利局
组织专家对三建乡周边20公里范围内
的水资源分布进行摸底调查，选定在邻
镇南天湖镇修建茶沟子水库枢纽工程，
作为水资源的总源头。

随后，扶贫集团帮助三建乡新建
茶沟子水库，配套新建38公里左右岸
引水干管、153个蓄水池和8口山坪
塘、改扩建10口山坪塘，并对原有的
123口山坪塘和181口蓄水池进行分
类整治。同时，在茶沟子水库拟建坝址
附近修建了一座临时围堰取水，用以满
足水库建设周期内的全乡用水需要。

最后，三建乡又实施全域产业水

系配套工程。在双鹰河两岸，将产业
地块中的山坪塘和蓄水池通过接水
管并联到左右岸引水干管，作为重要
水源补充。与此同时，配套建设截水
沟 1.7 万米、取水口 52座，灌溉管网
240公里，让灌溉用水直接接到田间
地头。

目前，三建乡水利基础设施工程和
全域产业水系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总
库容140万立方米的茶沟子水库枢纽
工程已开工，预计将于 2021 年底完
工。下一步，丰都县三建乡还将探索全
乡域产业“智慧水利”系统，实现平台远
程操作自动化监控管理。

丰都三建乡告别“靠天用水”
1.8万余亩产业地块实现水系配套全覆盖

9 月 2 日，
南岸区明佳园
社区，重庆市环
卫集团工作人
员正在给社区
居民讲解智能
垃圾桶的使用
方式，鼓励社区
居民进行垃圾
分类，刷卡扔垃
圾获得的积分
还可兑换礼品。

记者 谢
智强 摄/视觉
重庆

刷卡扔垃圾 积分换礼品

机构名称：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聂鑫 机构编码：0000925000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号国金中心T1办公楼27楼05、06、07单元
成立日期：2020年08月20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8876778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及经中国银保监会和公司批准的各类人身

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公司先锋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朱鸿 机构编码：00000550011601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椒乡大道329号附1号2幢房屋一间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椒乡大道190号先锋星城2幢2-3号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6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752545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

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
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8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区支公司红炉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温永利 机构编码：00000550011800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蓬欣大道25号4幢4单元6-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红欣大道22号附9号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5日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4986253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
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8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职工养老保险是指与用人单
位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随
单位参保

居民养老保险是具有我市户
籍、年满16周岁的城乡居民，
可自愿参加

参保覆盖范围不同

参保缴费方式不同区别二

由用人单位每月缴纳 由参保人本人按年缴纳

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同

本人月缴费基数为本人上年
度月平均工资；新进人员当年
月缴费基数为起薪当月工资

缴费分为了13个档次，参保人
可自行选择

区别三

领取待遇条件不同区别四

参保人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
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且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申
办退休，按月领取养老金

参保人年满60周岁，从年满
60周岁的次月起领取养老金，
缴费不满15年的可一次性补
足到15年

养老金项目及标准不同区别五

包括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
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与养
老保险缴费年限、缴费基数

等成正相关关系，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

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
金构成，根据全国基础养老金
标准、我市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物价变动等
情况适时调整

区别一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居
民
养
老
保
险

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五大区别

数据来源：市人力社保局 制图/张辉 马诗奇

9月1日，梁平区蟠
龙镇扈槽村三组，收割
机正在收割水稻。眼
下，当地2000亩优质水
稻喜获丰收，农民抢抓
晴好天气加紧收割、晾
晒，并供应市场。

据了解，扈槽村地
处高海拔地区，由于气
候适宜，雨水充足，生长
期长，当地大米获评“重
庆十大好吃大米”，每公
斤售价高于市场价2元
左右，并且供不应求。

特约摄影 刘辉/视
觉重庆

优质水稻
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