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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西安，气温逐渐走低。11月22
日，恰逢小雪节气，古城也迎来了今冬的
初雪。气温降低，老年人如何吃饭成了许
多人关心的问题。

11月16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市
新城区胡家庙街道陕建机施社区的“饭大
爷”老年助餐点，只见这里明厨亮灶，卫生
整洁。手写的“今日菜单”悬挂在进门对
面的墙壁上，厨师们的健康证明张贴在一
侧，老人们正在有序排队取餐。

在后厨工作区，午餐菜式种类丰富，6
样炒菜可供选择，米饭、卤鸡腿、麻婆豆腐……
早餐 3 元，午餐两荤两素 7 元，晚饭可根
据需求自己选，价格在3元至5元不等。

记者了解到，胡家庙街道引入之前经
营颇见成效的“饭大爷”老年助餐模式，为
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退役军人、残疾人、
低保人员、低收入人员、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人员等群体提供优惠价格餐食，同时，
其他人员按市场正常价格用餐。

在这个社区，65岁以上老人可以几乎
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菜单”化居家养老
服务。

如今，“饭大爷”的名字逐渐在附近各
个小区，乃至整个新城区传开。

“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也不想让
她太操劳，而且两个人吃饭太冷清，每天
就烧一两个菜，做多了吃不完还心疼。现
在有了老年助餐点，每天都能吃上营养均
衡的‘四菜一汤’，很舒心。”家住西安市新
城区韩森寨街道东方社区的杨大爷高兴
地对记者说。

随着时间推移，13时许，已经过了饭

点的韩森寨福邸铭门社区助餐点，餐厅
经理唐云涛正在和店员收拾卫生，准备
结束当日的工作。该店 11月 6日正式营

业，是韩森寨街道“饭大爷”老
年助餐品牌正式运营的第 4个
助餐点，在原有基础上，对“饭
大爷”老年助餐品牌进行了再
优化、再升级，融入书画兴趣、
文体娱乐、智慧点餐、康养小
屋、助老助浴、午休短托、便民
购物等服务。

“我之前就是厨师，现在干
的算是本行。能为周边老人提
供健康温馨的饮食服务觉得挺
骄傲的，不仅要让老人吃得舒
心，还要让他们吃得放心。”唐云
涛说，他正在用行动，落实着门
头标语上“从舌尖到心间，用心

用情做好每一餐”的服务承诺。
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养老也成了

全社会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之一。
谈及为何要专门开办老年人助餐点，西
安韩森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曾以社区为单位做过调查，发现老年
人群体数量很大，比如辖区内的新园社
区，60岁以上有就餐需求的就有上千名
老人。从 2018 年到现在，这里开办的 2
家“饭大爷”餐厅赢得老年群体点赞，这
种助餐模式也在不断推广。

“饭大爷”是新城区政府专门为老年
人设立的特殊助餐点，由政府主导统一
装修，社区参与管理，第三方机构进行
运营。这种创新的社区养老方式，既有
效解决了一些老年人的就餐问题，也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为重要的是，让
城市变得更有温度。

老年人的就餐有了着落，失业者也
在这里找到稳定的工作。陕西大洋养老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 3家老年助
餐点，公司总经理李立洋说，公司管理层
及厨师等共 30人，他们每月收入都能达
到 4000元。随着助餐点不断扩展，带来
的就业机会更多。

记者了解到，西安市已在多个区县设
立老年人助餐点。今年 7月，西安市新城
区召开全区“饭大爷”老年助餐工作专题
会，加快推动“饭大爷”老年助餐品牌在
全区复制推广，努力打造全区“15分钟养
老圈”，到明年累计将开设约 30家，进一
步解决高龄、空巢老人等群体的吃饭难
问题，也为城市困难群体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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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稿件、图片由本报记者鲜康采写万东社区助餐点的每日营养菜单。

福邸铭门助餐点门上的标语提醒大家要常怀爱心。

让老年人暖心暖胃

西安西安：：““饭大爷饭大爷””老年餐厅受欢迎老年餐厅受欢迎

万东社区助餐点厨师为老人打饭。 福邸铭门助餐点工作人员为老人介绍办卡事宜。

为什么要实现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

《建议》提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
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是解决我国区域之
间结构性矛盾、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精算平衡的迫
切需要，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举措，也是补齐制度体系短板，优化服务供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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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从以下两个
方面加深理解。

第一，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均衡
我国区域间养老负担，提升制度整体保障能力的重要
举措。尽快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解决区
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既是解决当前基金收支结构性
矛盾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养老保险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发展的长远举措。其必要性和有效性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建立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国际通行
的一条成熟经验。国际上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
家，绝大多数是实行全国统筹。比如，美国、加拿
大，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统
一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全国统一，预算统一编
制，基金统一征收、管理和运营，待遇统一支付，并
且由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机构统一提供经办服务。二
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势
在必行。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随着
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人口向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加速流动，地区间基本养老保险金
收支不平衡、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进一步显现，部分
省份基金结余增幅放缓而支出加入，收支矛盾日益凸
显，对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
战，亟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三是我国已经
具备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基础和条件。2010
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
实行全国统筹”；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尽快
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2018年7月1日起，实施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迈出了实现
全国统筹的第一步。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确保到2020年底全面实现基金由省级统收统支；继续
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进一步缓解中西部地区和老
工业基地省份基金收支压力；统一全国费率政策，单
位缴费比例统一调整到 16%；统一基金收支管理制
度，重点明确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责任分担机制。

第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有效应
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社会保险制
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人口老龄化加快，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2020年预计达到 18%。人口老龄化是影响社会保障支
出的主要因素，将推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和医疗方
面的支出大幅增加，社保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面临较大
挑战。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预计到 2029年当期将出现收不抵支，到 2036
年左右累计结余将告耗尽；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预计在 2024年出现累计赤字。如不实施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政策，养老保险抚养比将从2019年的2.65∶1
下降到2050年的1.03∶1。

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比如，美
国、德国已将法定退休年龄从 65岁逐步提高到 67岁，
日本、韩国则将法定退休年龄从 60岁逐步提高到 65
岁，澳大利亚计划2029年将退休年龄延迟至70岁。我
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
50岁的规定，是在1978年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寿
命不足50岁制定的，同2019年我国人均77.3岁的预期
寿命已不相适应，既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供给，
也影响了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
中、五中全会都明确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的要求。按
照《建议》作出的“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的部署，“十四五”期间，将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状况、社保基金收
支等因素，出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按照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的思路，坚持统
一规定同自愿选择相结合，小幅逐步调整，以减少社
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

近日，
省 戏 曲 研
究 院 来 到
宝鸡，共演
出 本 戏 10
场、折子戏
12场，得到
群 众 一 致
好评。
齐代水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
11月 22日，由陕西省建设工
会主办、中建丝路轨道交通
事业部协办的陕西省建设系
统治污减霾专题知识讲座，
在中建股份西安地铁八号线
一标段长鸣路车辆段举行。

据记者了解，省建设工
会发挥工会组织“五大优势”，
邀请西安市级专家库环境类
专家、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生态
办主任杨明哲，为我省各重大

工程的项目经理和管理人员
就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治污减
霾工作进行专题辅导。

此次讲座大受欢迎，200
多人的会场无一空位，连几
处过道里都坐满了听讲的项
目施工管理人员。

杨明哲主任从治污减霾
的意义和目的、政策方针制
定、政府责任、企业责任，以
及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
为大家作了一一讲解。

省建设工会举办治污减霾讲座

新闻新闻新闻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大
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选好、用
准，根据有关规定，经研究同意，对以下同
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刘登攀 男，1976年 1月出生，汉族，
籍贯湖北京山，在职大学学历、军事学学
士，1993 年 12月参加工作，1996 年 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二级调研
员，拟任省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宋琦 男，1976年 8月出生，汉族，籍
贯陕西西安，全日制大学学历、文学学士，
在职教育硕士，2000年 8月参加工作，2007
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宣
传教育部副部长，拟为省总工会正处级领
导干部人选。

李幸 男，1980年 4月出生，汉族，籍
贯江苏徐州，全日制大学学历、教育学学
士，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2003年 9月参加
工作，2003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副主席，拟为省建设
工会主席人选。

冯曦 女，1985年 1月出生，汉族，籍
贯陕西靖边，全日制大学学历、文学学士，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2008年 9月参加工
作，2003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
总工会网络中心副主任，拟任省总工会网

络中心主任。
贾莹 女，1981年5月出生，汉族，籍贯

陕西眉县，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
2003年 7月参加工作，2007年 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任省国防工会综合部副部
长，拟任省国防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

刘锋 男，1979年8月出生，汉族，籍贯
陕西蓝田，全日制大学学历、理学学士，
2002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拟
任省国防工会组织民管部部长。

周醒悟 男，1969年7月出生，汉族，籍
贯陕西礼泉，全日制大专学历，在职研究生
学历、管理学硕士，1987年 10月参加工作，
1992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农林
水利气象工会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省
国防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

苗冬冬 男，1986年 10月出生，汉族，
籍贯河南商水，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管理学
硕士，2012年8月参加工作，2006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一级主任科

员，拟任省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
滑维娟 女，1982年3月出生，汉族，籍

贯河南偃师，全日制大学学历、管理学学
士，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2005
年 8月参加工作，2011年 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省总工会一级主任科员，拟任
省总工会财务部副部长。

乐凤丹 男，1979年7月出生，汉族，籍
贯河南信阳，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学士，
在职工程硕士，2002年 6月参加工作，2002
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一
级主任科员，拟为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副
主席人选。

张瑞军 男，1983年 11月出生，汉族，
籍贯陕西扶风，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学
士，2002年 9月参加工作，2004年 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四级调研员，
拟任省总工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解欢庆 男，1981年 11月出生，汉族，
籍贯陕西西安，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学
士，2004年 6月参加工作，2004年 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四级调研员，
拟任省总工会网络中心副主任。

殷霓 女，1982年 12月出生，汉族，籍
贯陕西石泉，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2008年 7月参加工作，2005年 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总工会四级调研员，
拟任省国防工会综合部副部长。

公示时间：2020年11月23日至2020年
11月27日

受理电话：029-87329828
87329830（传真）

来信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陕西省
总工会组织人事部

举报邮箱：sz87329830@126.com
受理短信：13072988003
对公示对象如有意见，请通过来信、来

电、来访等形式，实名向省总工会组织人事
部反映。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
保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告知真实姓名，提
供具体事实和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式，以
便核实情况作出反馈。

陕西省总工会组织人事部
2020年11月20日

干部任职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