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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2018年进入下半年，你的社保有持续参
加吗？在新的社平工资标准下该缴多少社保
费？昨天，市人社局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2018年随单位参加职工“五险”

1、若按照月缴费基数下限3664元（即
社平的60%）参保，按目前政策计算，单位
和个人每月分别应缴的费用如下：

2、若按照月缴费基数上限18318元
（即社平的300%）参保。按目前政策计算，

单位和个人每月分别应缴费用如下：

以上的金额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按照政策规定，月缴费金额=本人月缴费基
数×缴费费率，其中“月缴费基数”为本人
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初次参加工作的，当
年月缴费基数为起薪当月工资。若本人上
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60%，按60%确定月缴费基数；若本人上年
度月平均工资高于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300%，按300%确定月缴费基数。

“缴费费率”为缴纳五险的比例，按照

最新费率政策执行。

2018年以个人参加职工“两险”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若按照月
缴费基数下限3664元（即社平的60%）参
保，本人每月应缴：732.8元。若按照月缴
费基数上限6106元（即社平的100%）参
保，本人每月应缴：1221.2元。

以上金额怎么计算出来的？按照政策
规定，月缴费金额=本人月缴费基数×缴费
费率，其中：“月缴费基数”由参保人在上年
度社平工资的60%—100%之间自行选择；

“缴费费率”目前按20%执行。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2018年按

年缴费标准为：一档2520元/年二档5544
元/年；2018 年一次性趸缴：计算基数为
67386元/年；2018年大额医保缴费标准
为：504元/年。

市人社局提醒，随单位参保的市民：新
的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单位应在7月办理

当月社保费用缴纳时按照新核定的金额缴
纳社保费，并补足或退收1-6月的社保缴
费差额；以个人身份参保的市民：新的职工
平均工资公布后，将按照新核定的金额缴
纳，需要在约定的代扣代缴银行账户中足
额存入1-6月的养老保险费差额。

2018年参加居民养老

按照政策规定，我市居民养老保险，
实行个人按年缴费、政府按档次补贴、集
体自愿补助相结合原则。目前执行的缴
费标准是：

2018 年参
加居民医保，今
年 6月 30日后
参加我市2018
年居民医保的，
不再享有原本由
国家财政补助部
分（490元），缴
费标准为：一档
670元/人，二档
940元/人。

重庆晚报
记者 周小平

新社平工资标准下这样缴社保

今年上半年，我市食药监管系统把加强
食品药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民生保障，抓紧
抓实抓细，取得良好成效。

其中，为切实做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工
作，在今年的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中，全
市各区县食药监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积极
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狠抓流通环节食品安全
工作任务的落实，切实做到了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不断，力度不减。相继开展了食品药品
领域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食品、
保健食品领域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专项整
治，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网
络餐饮服务专项整治等工作，有力地维护了
我市流通环节食品市场经营秩序。

在校园食品安全整治方面，渝北区今年
6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范围覆
盖了全区所有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确保了全
面整治到位，又重点聚焦有中高考任务的学
校，保证了中高考顺利举行。在检查内容
上，既实现了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的
持证情况、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档案建
立）和培训教育情况、原料采购储存加工制
作情况、索证索票台账管理情况、清洁消毒
及食品留样情况等内容的全方位扫描，又
针对考点内学校小卖部、校园周边食品经
营网点以及集中接待考生食宿的宾馆、酒
店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重点监控。既有全盘
扫描又有重点聚焦，真正实现了专项整治到
位有实效。

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治方面，大
足区对全区网餐代理公司网辖的外卖餐饮
服务商家进行了全面清理，并通过清理发现
行业共性问题，出台、实施了系列长效机
制。其中，针对线上销售为主，线下监管难
问题，该区责令餐饮服务提供者第三方平台
及在辖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的网络餐饮服务
机构，开展自查自纠，严格备案；针对食品安
全意识淡漠问题，该区对辖区网络餐饮服务
第三方平台工作人员及网络餐饮服务提供
者，不断强化学习培训；针对监管信息不畅
等问题，该区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强
与通信管理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信息沟
通，实现线上线下齐抓共管…这样找病灶又
找防范之策，让专项整治实现了“打一仗进
一步”的可喜成果。

而为了确保专项整治有效，形成长久威
慑效果。在云阳，以“四大行动”为抓手，该
县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通过进一步加
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对涉嫌犯
罪案件，及时移送立案，并积极主动配合司
法机关调查取证，严禁罚过放行、以罚代
刑，确保对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追究到位，
严惩重处正成为该县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效
果的保障。

截至目前，在专项行动中，该县已立案查
处食品药品安全违法案件31件，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4件2人，严厉打击了食品药品安全
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了公众食品药品安全。

狠抓食品药品安全治理
我市食药监以专项整治确保全市人民舌尖安全

大足积极开展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培训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英）第72期
“重庆好人榜”今天与山城市民见面，有
在高速路上救火而光荣牺牲的梁平区交
通执法人员肖梁川，有璧山区背着母亲
看马拉松的社区居民黄勇……这些好人
就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
轰烈烈，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真诚无私
的大爱，充分诠释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
求。

重庆好人榜
（第72期）

按月缴费基数下限3664元计算

险种

职工养老

职工医保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单位应缴

696.16元

348.08元

与基本医保合并计算

18.32元

根据所属行业执行
不同费率

个人应缴

293.12元

78.28元

/

18.32元

/

按月缴费基数上限18318元计算

险种

职工养老

职工医保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单位应缴

3480.42元

1740.21元

与基本医保合并计算

91.59元

根据所属行业执行
不同费率

个人应缴

1465.44元

371.36元

/

91.59元

/

个人缴费标准

一档100元

二档200元

三档300元

四档400元

五档500元

六档600元

七档700元

八档800元

九档900元

十档1000元

十一档1500元

十二档2000元

政府补贴标准

30元

40元

50元

60元

70元

80元

90元

100元

110元

120元

130元

140元

陈光孝（男 助人为乐）

老党员。在得知邻居蔡老师因意外造
成左腿残疾后，40多年来，主动挑起照顾这
位“残疾老弟”的重担。

邓林明 (男 助人为乐)

退休教师。从 2015 年 3 月至今，坚持

每天帮助辅导两个患有严重肢体和智力的
障碍的孩子。

黄明华 (男 见义勇为)

退休职工。20年来，一直热心支持公
安工作，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多
名。

邓中华 (男 见义勇为)

村民。今年4月沙坪镇突发大火，邓中
华参与救援，右手大拇指被炸断截肢。

张嫡 (女 见义勇为)

护士。2017 年 9 月 27 日，江津区鼎山
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张嫡挺身而出，迅
速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等救
援，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这才悄然离开。

肖梁川 (男 敬业奉献)

高速执法人员。2018年4月2日晚，沪
蓉高速云龙往梁平方向发生事故，肖梁川
手持灭火器，冲到事故车辆前控制火情，却
被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径直撞出60多米，因
公殉职。

陈正平 (女 敬业奉献)

教师。16年前，她被查出患有重症肌
无力症，存在生命危险。但她一心想着学
生，仍隐瞒病情，坚持回到岗位，直到那届
学生毕业。

王大中 (男 敬业奉献)

救助站工作人员。35年坚守救助站岗
位，在救助站为流浪乞讨人员洗澡、打水、
做饭、谈心，并将他们安全护送回家，交到
亲人手中。

孙命 (女 敬业奉献)

社区书记。从事社区工作20多年，她
将辖区的困难群众视为亲人，尽心帮扶。

谭波 (男 敬业奉献)

水文站站长。坚守一个人的水文站15
年，既是站长，更是站员，为地方政府防汛
工作提供了精准的水文数据和实时水情信
息。

潘珂 (男 敬业奉献)

检察官。10 多年来坚守基层检察岗
位，背起背篓走村串户，将检察工作做到田

间地头，成为当地群众交口称赞的“背篓检
察官”。

郑隆明 (男 敬业奉献)

护林员。从他爷爷起到他的孩子，祖
孙四代守护着潼南区塘坝镇马鞍山林区，
种树、防火、防盗伐。

向君玲 (女 敬业奉献)

记者。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充分报道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让人们更
加了解巫山。

李国平 (男 敬业奉献)

乡镇干部。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在老百姓中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黄勇 (男 孝老爱亲)

社区居民。2018 年 4 月 22 日，黄勇背
着90岁老母亲看国际马拉松赛的照片和视
频刷爆朋友圈，被网友亲切的称为“璧山孝
子”。

勾霞 (女 孝老爱亲)

保洁员。2002 年丈夫打工意外摔伤，
生活不能自理，她不离不弃，用瘦弱的肩膀
扛起了家庭重担。

程在群 (女 孝老爱亲)

社区居民。15年来，将年逾九旬的伯
母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嘘寒问暖、关怀备
至，把老人当成自己的母亲来赡养。

李盛洪 (男 孝老爱亲)

村民。13 岁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辛勤劳动，照顾家人。他 60 多年无怨无
悔照顾家人的事迹，受到当地群众的广
泛赞誉。

刘婷婷 (女 自强不息)

学生。2009 年因意外，整个右手臂都
被截肢。今年 4 月 26 日，刘婷婷代表重庆
队参加2018年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
一举拿下TT9级别女双项目银牌。

贺茂胜 (男 自强不息)

村民。为摆脱贫困，他不等不靠，自力
更生，努力发展养殖业，他家的肉牛由最初
的10头发展到现在的30多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