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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日前印发了《关于 2018 年
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
知》，启动了今年统一提高全国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工作。人
社部有关负责人就《通知》的有
关内容回答记者的提问。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2009年
我国开始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试点，2011年开始开
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试点，2014 年两项制度合并实
施，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1255万人，
其中，领取待遇人数 15598 万
人，月人均待遇 125元。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我
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改善城乡老年居民生活、
调节城乡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巩固党的基层执政

基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今年 3 月 26
日，人社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
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
见》的要求，人社部、财政部研究
提出了 2018年提高全国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的方案建议，报请党中央、国
务院确定，印发了《通知》，启动
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正常调整工作。

这位负责人指出，根据《通
知》，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全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88 元，即在原每人每月 70 元的
基础上增加 18元。人社部会同
财政部根据《指导意见》精神，统
筹考虑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调整情

况，研究提出意见并报请党中央
和国务院确定调整标准和时间。

而在资金来源方面，这位负
责人表示，《通知》中明确，提高
标准所需资金，中央财政对中西
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
区给予 50％的补助。2018 年，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中央和地方
财政将继续增加支出，提高城乡
老年居民待遇水平。

这位负责人强调，根据《通
知》要求，各地应当根据当地实
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进一步
健全参保缴费激励机制，积极引
导参保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
增加个人账户积累，逐步提高养
老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各地
人社和财政部门要做好提高基
础养老金标准的相关工作，尽快
将提高后的养老金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据新华社

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88元

为推动“5·19中国旅游日”
成为镇江全域旅游发展成果的

“展示日”，全民分享旅游发展
成果的“惠民日”和依法治旅、
依法兴旅的“宣传日”,市旅游
委、市旅游协会将联合金山、茅
山、西津渡等景区，组织开展
2018“全域旅游，美好生活；水
韵江苏，宜人镇江”中国旅游日
镇江主题活动。5 月 18 日上午
在火车站南广场出站口、金山
景区门前广场、西津渡景区鉴
园广场等三个场所同时开展旅
游宣传咨询活动。

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旅
游生活，我市部分景区还推出
了多项节事活动。金山景区

《白蛇传》实景演艺、春韵赏花

等活动带您领略“步步皆景，处
处成画”的传奇盛况。5月19日
当天，句容茅山镇丁家边村第
五届桑果紫酒节开幕；5 月 10
日-6月 10日，京口区新民洲果
桑园举办第二届新民洲桑葚采
摘节；5月 19日，丹徒区荣炳盐
资源区管委会在西津渡鉴园广
场举办第五届“走进荣炳 深呼
吸”摄影大赛及“山水荣炳杯”
少儿绘画大赛颁奖仪式、“京江
画派 山水荣炳”书画笔会作品
捐赠仪式；金山湖国际房车营
地5月19日-20日举办“小猪佩
奇发现之旅”，游客可凭借“社
会人”小猪佩奇文身参加套圈
大赛、怪物射箭、军事枪械打
靶、扑克排序大赛等。（朱秋霞）

中国研究人员制备出大规
模光量子芯片，并成功进行了一
种重要的模拟量子计算演示。

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
进展》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上海
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通过“飞秒
激光直写”技术制备出节点数达
49×49 的光量子计算芯片。论
文通讯作者金贤敏对记者说，这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光量
子计算芯片。

研究人员利用这个芯片演

示了模拟量子计算的一种算法
内核“量子随机行走”。金贤敏
说，当这种量子演化体系制备得
足够大且可灵活设计其结构时，
可以实现多种算法和计算任务，
表现远优于传统计算机。

近年来，关于通用量子计算
机的新闻屡屡见于报端，IBM
（国际商用机器）、谷歌和英特尔
等公司竞相宣告实现了更高的
量子比特数纪录，但几十个甚至
更多的量子比特数，若无法全互

联、精度不够且难以纠错，通用
量子计算依然难以实现。

金贤敏说，模拟量子计算不
同于通用量子计算，可直接构建
量子系统，无须像通用量子计算
那样依赖复杂的量子纠错，一旦
能够制备和控制的量子物理系
统达到新尺度，将可直接用于探
索新物理和在特定问题上推进
远超传统计算机的绝对计算能
力。

据新华社

据住建部网站消息，住建部
日前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指出，
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作业的建
筑工人，应经过基本安全培训，并
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
台上登记。建筑用工企业应及时
采集并上传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
名制基本信息，未登记且未经过
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的建筑务工人
员不得进入施工现场。

《办法》指出，本办法所称建
筑工人实名制，是指建筑企业通
过单位和施工现场对签订劳动
合同的建筑工人按真实身份信
息对其从业记录、培训情况、职
业技能、工作水平和权益保障等
进行综合管理的制度。

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作
业的建筑工人，应经过基本安全
培训，并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

务信息平台上登记。
《办法》提出，建筑用工企业

应严格规范用工管理，及时采集
并上传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
制基本信息。

建筑工人实名制基本信息
应包括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
籍贯、家庭地址、文化程度、培训
信息、技能水平、不良及良好行
为记录等。

建筑用工企业应规范实名
制管理方式，强化现场管理。承
包企业应配备实现建筑工人实
名制管理所必须的硬件设施设
备。有条件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工
程项目，应设立施工现场进出场
门禁系统，并采用生物识别技术
进行电子打卡，落实建筑工人实
名制考勤制度。

《办法》要求，承包企业应在
承接工程的项目部建立统一的

建筑工人实名制台账。建筑工人
进场施工前，应录入建筑工人实
名制名册。项目用工必须核实建
筑工人合法身份证明，必须签订
劳动合同，并明确工资发放方
式，可采用银行代发或移动支付
等便捷方式支付工资。

已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信
息管理平台的建筑工人，3年以
上(含 3 年)无活跃数据的，再次
从事建筑作业时，建筑用工企业
应对其重新进行培训及信息录
入，否则不得进入施工现场，相
关不良及良好记录应予以保留。

《办法》强调，未在全国建筑
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上登记，
且未经过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的
建筑务工人员不得进入施工现
场，建筑企业不得聘用其从事与
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该规定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中新

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安
排，江苏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
组已进驻镇江市，对镇江市环
境保护工作开展督察。督察
时间为4月24日－5月23日，
现设立举报专用联系电话：
0511—84408781，举报专用邮
政信箱：镇江市 37 号邮政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8:30－20:00，来信受

理在督察组撤离后延续一周
时间。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省第三环境保
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镇江市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督察
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江苏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年4月24日

关于对镇江市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公告

我国拟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
需登记并经基本安全培训

中国科学家制备出
世界最大规模光量子计算芯片

为迎接中国旅游日

5月19日，
我市多个景区门票免费

一年一度的“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昨天，记者
从市旅游委获悉，为迎接这一中国旅游业的重要节日，积极
响应“全域旅游 美好生活”的主题，回馈广大市民游客长期
以来对镇江旅游的厚爱和支持，镇江旅游系统精心策划准
备，为广大游客及市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节事活动及力度空
前的优惠措施。5月19日当天，12项惠民措施力度空前，多
个景区更有免门票优惠。

12项惠民措施力度空前

5月19日当天，金山、焦山、
北固山景区，南山景区门票 5
折，其中金山、北固山景区为当
天生日的游客免门票（凭身份
证）；茅山风景区凭身份证对镇
江市民免门票，对市外游客实
行门票半价优惠，景区交通费
35元/人自理；西津渡景区收费
点门票免费；宝华山国家森林
公园（千华古村+隆昌寺）门票
免费；中国米芾书法公园对散
客门票免费；镇江博物馆针对
英国领事馆旧址区域对前 500
人免门票；江苏茶博园门票免
费；长江生态湿地公园“网上世

界”免费开放。
此外，中国醋文化博物馆 5

月 18日-19日，散客门票免费，
讲解员免费讲解醋文化；宝塔
山公园 5月 19日门票 5元（原旺
季15元）；镇江新区宜园景区内
涵珍园、涵珍楼5月份免费对外
开放。金山湖客运旅游日当天
也有惠民措施，环金山湖画舫 5
月 19日下午两点的班次限时免
费，限 70 人，市民可关注“文旅
镇江”或“金山湖客运”微信平
台报名。直通焦山的小画舫游
线也将开通，当天对市民游客
优惠。

多项节事活动“增趣”旅游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