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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辽宁省人社厅有关通知精神，
从 2019 年 7 月起，沈阳市灵活就业人
员缴纳当期养老保险费以 4801.00 元
作为月缴费基数，可选择 60%、70%、
80%、90%、100%、200%、300%的缴费
档次。灵活就业人员具体选择哪一档，

可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自主选择。参
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
在规定时间内未重新选择缴费档次的，
默认为原缴费档次。

重新选择缴费档次的人员，需在7
月5日-7月15日期间登录沈阳市社会

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网站（http://sbzx.
shenyang.gov.cn）或到户籍所在社区
填写《2019 年度缴纳养老保险基数和
档次选择申请表》进行选择，重复选择
的以网上选择为准。缴费档次选定后，
在一个社保年度内不再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
简称《水污染防治法》）是我国水污染防治和
水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为推动

《水污染防治法》在我市得到更好的贯彻落
实，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贯彻实施《水污染
防治法》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

一、执法检查的总体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对这次执法检查高度重

视，将其作为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作为助力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行动。执法检查
组听取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召开
有关各界座谈会，详细了解法律实施效果，
认真倾听各方意见建议,并对沈水湾污水处
理厂、丁香水源地等17个点位进行了实地
检查。

这次执法检查有四个特点：一是省、市、
区县联合进行执法检查，上下联动；二是吸
收各级人大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士参与执法
检查；三是对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进
行法律知识问卷调查，推动法律宣传实施；
四是结合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列出
五项执法检查重点，通过解剖典型案例，推
动工作。

二、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取得的主
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认真执行法律规定，
加强法律宣传，并以中央环保督查为契机，健
全相关制度，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整改存在问
题，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和监管力度，各项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水环境质量有了明显

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一是市政府坚持高位统筹，依法治污，

通过建立组织领导体系，担负起法定职责。
先后出台了《沈阳市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
案（2016-2020）》《沈阳市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沈阳市重点河流达标攻坚实
施方案》等多个配套文件。

二是水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初步落实，对
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问责惩戒，制定问题清
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和销号清单。严格
执行排放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等制度，整合
执法力量，推进部门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
叉执法。落实了河长巡查责任，建立网络化
巡河体系，实行“定格、定责、定人、定时、定
量、定论”。建立健全专家顾问、第三方工作
机制，形成巡查交办、延时重访、定期调度、
考核排名的工作模式。落实民间河长、企业
河长、河湖保护志愿者等社会监督力量。

三是水污染防治法攻坚力度不断加大，
对建成区12条黑臭水体进行综合整治，治
理后水体水质明显改善，顺利通过国家专项
巡查，获评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城
镇污水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预计2020年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5%以上。加强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开展饮用水水源水质保障专项
整治行动，关闭不达标水源，排除环境风险
隐患，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以环保督
查整改为契机，解决了一批影响水环境的重
大历史遗留问题。

三、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一是水质状况不容乐观，水体达标形势

严峻。我市河流生态补水严重缺乏，流域自
然补给不足，全流域水环境容量整体偏低，
直接影响河流水质改善。2018年蒲河入浑
河断面水质为劣V类，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
量浓度同比上升50%；浑河出境断面水质为
劣V类，氨氮、化学需氧量浓度同比分别上
升186%和59%。

二是水生态系统比较脆弱，生态修复任
务繁重。我市是严重缺水城市，受自然条件
制约导致河流自净能力差，纳污能力小，虽
然建成区内黑臭水体整治通过了国家验收，
但极易出现反弹。

三是治污设施欠账较多，治污能力存
在短板。 建成区排水设施承载能力薄弱，
排水设备陈旧，雨污混接比例大。污水处
理能力不均衡，农村集中居住区域及部分
城乡结合部地区污水收集管网及处理设施
不完善，稳定达标运行仍然存在问题。

四是农村污染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尚
未建立，环境意识薄弱。面源污染问题突
出。畜禽养殖存在结构不合理、布局无规划
的问题。化肥、农药使用量偏高，河湖管理
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较多，部
分支流河、小型河流岸坡垃圾污染严重，污
染物随地表径流入河。

五是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尚需加强，
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整治
工作仍未全面完成。地下水水质监测、评估、
治理与修复有效衔接机制有待完善。农村饮
用水工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四、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扛
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
任，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水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强化责任追究，保证
责任层层落实。要督促企业主动承担保护
环境、防治污染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自身
治污意识，积极对治污减排设施进行提标改
造，强化自我监督、自我管理，从源头上治理
水环境污染。要加快治污工程和设施建设
进度，大力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全面落实

《水污染防治法》，建立城市水环境质量综合
改善、饮用水安全保障、污水处理及再生水
利用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确保实现标本兼
治、长治久清的目标。要高度重视执法检查
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结合中央环保督查反馈
问题，全力推进整改，确保落实到位。

（二）加大投入力度，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
一是加快城市排水管网、污水处理厂、

农村污水垃圾收集处理等项目和设施的建
设步伐，补齐治污能力短板。二是有序推进
辽河流域、卧龙湖等重点区域的生态封育、
生态蓄水系列工程，促进水生态系统改善。
三是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激发企业、农
民等实际治污主体的环保积极性。四是加
大转移支付力度，推进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
解决。

（三）实施综合治理，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污水处理

设施与管网的科学布局，提升污水收集与处
理能力，逐步实现城市建成区污水处理率达

到100%，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达到国家一
级 A 标准，工业园区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
100%。二是开展河、湖排放情况普查工作
和专项整治工作，封堵、取缔违法排污口，杜
绝污水直排、清污混排等问题。三是严格落
实河长制，加大网格化巡河执法力度，建立
有效的问题发现和解决机制。四是建立常
态化生态补水机制，对浑河干流、蒲河等实
施生态补水。五是落实好中水回用工作，破
解项目、政策、补贴等重大问题，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不断提高中水利用率。

（四）坚持标本兼治，强化农业农村水污
染防治

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管理体
系，明确责任层级和职责边界，构建纵向
到底、层次清晰、横向到边、分工合理、系
统联动、高效有力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体系。要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促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科学制定畜禽牧
业发展规划，提升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水平。开展环境普法宣传教
育，增强公众的环境法制观念和维权意
识，营造依法治理污染的良好氛围。

（五）落实监管责任，保障饮用水安全
落实水源保护工作责任，加强取水供水

全过程监督、检测，认真排查污染风险点，切
实增强环境风险防控。深入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强化资金保障，实现长效运行、管
护到位。加快供水管网更新换代和地表水
引入等重点工程建设，提高水质监测数据综
合分析能力，定期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并向
社会公开，确保老百姓饮用水绝对安全。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我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问：灵活就业人员以前没有养老保险可以一次性补
交吗？

答：不可以一次性补交。

问：经济条件不好的个人如何补缴比较合适？
答：经济条件不好的个人，补缴2011年6月以前的

欠费比较划算，补缴 2011 年 7 月以后的欠缴养老保险
费，按照每年14836.2元进行补缴，但对养老金增幅作用
不大，建议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缴费时长。

问：2008年开的社保账户到现在没有断档，能补缴
2008年以前的保险吗？

答：不可以。

问：单位给缴的保险，但是中间断档了，能补缴吗？
答：单位应该给缴纳养老保险未缴纳的，应由单位

补缴欠费。

问：如果不补缴，会对退休造成什么影响？
答：按《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待遇计发与累计缴费年限有关。

问：养老保险有中断，但已经累计缴费满15年了，能
办理退休吗？

答：养老保险缴费累计计算。《社会保险法》规定，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问：通过什么渠道来查询补缴金额？
答：查询补缴金额需先查询缴费情况，再估算补缴

金额。
查询缴费方式有两种：
●官网查询。可以登录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

中心网站查询（网址为http://sbzx.shenyang.gov.cn）。
●到社保分中心自助查询机进行查询。然后参照《沈

阳市灵活就业人员补缴本金估算表》估算补缴金额（此表
可在社保分中心领取，也可在社保中心官网下载打印）。

补缴金额包括统筹部分、个人账户部分和滞纳金，
补缴2011年7月后欠费不征收滞纳金。

问:补缴高峰期，对需办理业务的市民有何提醒和建议？
答:灵活就业人员补缴欠费办理时间截止到2019年

7月末。为减少办理和等待时间，请参保人员尽量避开
办理高峰期。建议在补缴欠费前先查询缴费情况，估算
补缴金额，做好缴费准备后再到窗口办理。

问：我从原单位离职后又在新企业上班，想补缴中
间断档欠费，用去单位办理停保吗？

答：企业职工如需按个体补缴欠费，可到户籍所在
区或单位所在区个体科直接核定欠费，不用回单位办理
停保手续。

问：退休计算退休费时是不是按照缴费满20年、30
年、40年分档次区别计算？每个档次相差多吗？

答：养老金计算不存在按累计缴费20年、30年、40
年分档次计算的情况。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
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计发与累计缴费年限
有关，没有20年、30年、40年档次的说法。

焦点

养老保险有断档没补缴
历史缴费仍然有效
灵活就业人员想补缴的要抓紧，截止时间为7月底

对于欠费年度比较长、经济条件不好的个人，补缴2011年6月以前的欠费比较划算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如
果有断档，在哪些时间段可补
缴？办理补缴需哪些步骤？通
过什么渠道查询补缴金额……

近一段时间，灵活就业人
员养老保险断档补缴问题备受
关注，市民通过网络互动、来
信、来电等多种形式提出很多
相关问题。7月10日，本期《民
生连线》栏目邀请沈阳市社会
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个体养老保
险部部长刘斌作客沈阳网直播
室，就这一话题进行权威解答，
通过热线电话与百姓进行互
动，现场解答问题。

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
服务中心个体养老保险部
部长 刘 斌

沈阳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有断档，补缴时间截止到 7 月底。这
就是说，如果有断档想补缴，但在 7
月底之前没有补缴的，意味着断档的
这部分养老保险以后不能再补缴了。

近日，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对7月底
这个时间点有担心：以前断档的养老保
险缴费如果不及时补上，中断前的原来

缴费会不会就作废了？
在此提示广大市民：中断缴费之前

的历史缴费仍然有效，作为缴费年限参
与养老金计算。尽管养老保险缴费中
间有欠费，但中断缴费前的历史缴费仍
然算数。只要累计缴费 15 年，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后就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

为方便及时查询缴费情况和估
算欠费金额，尽量减少办理时间，
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推出
手机二维码查询功能，通过手机微
信“扫一扫”对二维码进行扫描，
即可查询本人的养老保险缴费和欠
费情况。

7月底前没补缴，中断前的缴费仍有效

办理补缴的基本程序

用手机可查询和估算养老保险费

灵活就业人员可按七个档次缴费 7月15日前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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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档次

档次一

档次二

档次三

档次四

档次五

档次六

档次七

省全口径
月平均工资

4801.00

4801.00

4801.00

4801.00

4801.00

4801.00

4801.00

缴费档次比例

300%

200%

100%

90%

80%

70%

60%

月缴费基数

14403.00

9602.00

4801.00

4320.90

3840.80

3360.70

2880.60

月缴费金额

2880.60

1920.40

960.20

864.18

768.16

672.14

576.12

扫
描
二
维
码

回
看
直
播

输入身份证号和附加
码即可查询

附加码为以下几个号
码之一：

①社会保障卡序号
②医保卡号
③养老保险职工编号
④养老保险缴费代扣

银行卡后六位

输入查询起
始年月即可查询

查询结果为
应缴本金估算，
不含滞纳金

准备应缴额
以窗口实际核实
为准

问
答

热点A

热点B

热点C

热点D

办理程序
先到户口所在地社

保分中心个体科核定欠
费金额，打印补缴核定单

▶ 所需材料

近期，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
中心采取以下措施方便群众办理养
老保险业务：

●早晨业务办理时间提前一个
小时，7:30开始工作，中午不休息

●周六、周日不休息
●每天下午所有人办理完业务

再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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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本期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