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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 17 连涨
连涨！
！
涨多少？
涨多少
？何时发
何时发？
？
截至 6 月 21 日，全国已有超过 20 个省区市公布
了 2021 年养老金调整方案，启动了养老金的上涨。
不少省份已经将上涨的养老金补发到账了，你涨了多
少钱？
今年养老金总体上涨 4.5%
根据人社部、财政部关于 2021 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全国总体调整比例按照 2020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4.5%确定。各省以
全国总体调整比例为高限，确定本省调整比例和水
平。
这是养老金连续第 17 年上涨，也是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连续第 6 年同步上调养老金。
20 余省份公布养老金调整方案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6 月 21 日，全国至少已
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辽宁、吉林、内蒙古、新疆、
宁夏、湖南、湖北、安徽、江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
福建、西藏、山西、海南等省区市公布了养老金调整具
体方案。
谁能参与今年的养老金调整？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
可以享受今年养老金上涨。
养老金按照“三结合”方式上调
很多人以为，养老金上涨 4.5%，就是在自己养老
金基数上增加 4.5%，其实并非如此。在具体调整方
式方面，各地均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
相结合的“三结合”
办法。
其中，定额调整指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统一增

加相同额度的养老金，体现社会公平；挂钩调整指增
加的养老金与个人缴费年限、养老金水平双挂钩，体
现“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
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点
关怀，
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
定额调整西藏金额最高
在定额调整方面，目前西藏的定额调整金额达到
每人每月 113 元，这一水平是远超其他地区，是目前
唯一突破 100 元大关的地区。
根据各地养老金调整方案，上海定额调整增加
70 元，北京定额调整增加 50 元，山西定额增加 51 元，
安徽定额增加 35 元，江西定额增加 40 元，河南定额增
加 50 元，
湖北定额增加 37 元，
湖南定额增加 45 元。
挂钩调整
“双挂钩”
是主流
在挂钩调整方面，上海是单挂钩，也就是今年
只跟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 3%，没有跟缴费年限挂钩
调整。其余省份都是与缴费年限、养老金水平双挂
钩。
比如，安徽明确，缴费年限每满 1 年增加 2 元。
以本人 2020 年 12 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 1%。
倾斜调整这些人可以多涨钱
在倾斜调整方面，主要是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
远地区退休人员、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等享受到了额外
照顾，
可以多涨钱。
比如，宁夏明确，一是年满 70 周岁不满 75 周岁的
再增加 10 元，年满 75 周岁不满 80 周岁再增加 15 元，
年满 80 周岁以上再增加 20 元；二是艰苦边远一类区

再增加 20 元，艰苦边远三类区再增加 25 元；三是企业
军转干部低于 4407 元的调整到 4407 元。
每人都能涨 4.5%吗？
4.5%是全部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总体人
均水平。多地人社厅解释称，具体到每一位退休人
员，由于缴费年限和养老金水平不同等原因，实际增
加的养老金绝对额是不同的，对应到占个人养老金的
比例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在职时缴费年限长、缴费工资水平较
高的人员，
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绝对额也会相对较高。
举个例子，山西企业退休人员 65 岁，养老金 3000
元，缴费年限 30 年，今年可以上涨定额调整 51 元+缴
费年限挂钩调整 30 年×2 元+养老金挂钩调整 3000
元×1.2%=147 元，
涨幅 4.9%。
上涨的养老金何时补发？
今年上涨的养老金什么时候补发到退休人员手
里呢？从目前各地明确的养老金补发到账时间表来
看，
基本都不晚于 7 月 1 日之前。
其中，上海已经在 5 月 18 日补发到账企退人员上
涨的养老金，北京 6 月 15 日补发到账了企退人员上涨
的养老金。天津、江苏、河南、河北等省份明确是在六
月底之前补发到账。安徽、甘肃、辽宁、宁夏、新疆等
明确是要在 7 月 1 号之前补发到账。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发放到位时间可能不尽相
同，但对退休人员而言，无论各地在何时开始组织发
放，
都将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补发。
（记者 李金磊）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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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消费迎来新变化
6 月初开始，多个电商平台的年中购物节活动持
今年的年中购物节，消费模式和结构发生变化，
续进行。降低平台入驻费用、促销“玩法”更明晰……
消费升级趋势愈加明显。消费端、生产端主要呈现以
无论是京东、天猫、苏宁，还是抖音、快手都推出了各
下几个特点。
项举措，有力提升着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同时在相关
首先，细分类新品受青睐。越来越多消费者喜欢
政策引导和监督下，
“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现象日趋 “尝新”，催生了大量新品类、新品牌的出现。美的推
减少，
直播带货更加规范。
出的“轻食”电饭煲、集扫地吸地拖地于一体的科沃斯
有力提升购物热情
扫地机器人、用于携带宠物出行的京萌智能新风宠物
6 月 18 日零时，各大电商打造的年中购物节活动
包……购物节期间，京东有 1000 个新品类销售额同
迎来交易高峰。
比增长超 100%，100 个新品类销售过亿元。根据天猫
一些平台在购物节期间的总体销售数据也相继
商城的统计，456 个新品牌拿下购物节期间该平台细
出炉。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
6 月 1 日 0 时至 6 月 18 日
分行业的销售冠军。其中包括专注于男性护理领域
24 时，消费者累计下单金额超 3438 亿元，下单金额最
的理然、汉服领域的十三余、宠物口腔清洁领域的小
高的品类是手机、空调、笔记本电脑、冰箱、平板电视； 壳等新品牌。
该平台售出商品件数最多的品类是饼干、蛋糕、牛奶
其次，品质化消费趋势明显。随着中国消费者购
乳品、抽纸、调味品、休闲零食等。小米发布的数据显
买力上升，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市场
示，6 月 1 日至 18 日，全平台支付金额突破 190 亿元， 的生力军，人们更加崇尚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
同比增长 90%。
费体验。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高品质、健康、节能的
购物节期间，
线下不同领域商家、
品牌的参与热情
产品在购物节期间表现更抢眼。如产地农产品、新风
高涨。据统计，京东平台有超过 300 万家线下实体门
空调、单价 1 万元以上的电视、中高价位的美妆等高
店参与，
涵盖便利店、
鲜花店、
汽修店等多个业态，
并承
品质产品成交额均显著增长。在采用“先鉴别，后发
诺在 1400 个县市实现 1 小时配送。天猫平台上，
有 25
货”网购模式的得物平台，购物节期间，超过 3 万个国
万个品牌参加天猫年中购物节，
是去年同期的 2.5 倍。
际品牌商品上新。其中销售较好的 T 恤、手表、女包、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线上消费成
艺术版画、水下直播相机、智能设备等产品，反映了年
为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近日
轻消费群体追求正品、品质生活的新消费观。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从品牌类别看，国货品牌的市场认可度不断提
48239 亿元，同比增长 24.7%，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
升，
“国潮”成为消费新风尚。天猫首次为老字号设置
售总额增速。专家表示，年中网购节有助于提升消费
了专属会场，整体成交额突破 10 亿元。抖音电商为
热情，为推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贡献积极力量，同时
非遗产品、老字号、农产品等提供销售新平台。过去
也是观察消费市场变化、展现中国市场活力的一个重
一年，85 名手艺人通过抖音电商实现年收入过百万
要窗口。
元，200 余个老字号在抖音打开了新销路。海外进口
“国潮”成为消费新风尚
商品同样受捧。截至 6 月 18 日上午 10 时，京东进口

超市成交额环比增长 10 倍，其中游戏机、洗护套装、
猫干粮、净水器等成交额增长较快。
行业竞争更加有序
拼购、满减、红包、秒杀、优惠券……每逢电商购
物节，
商家的促销措施总是引发关注。
随着国家加大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力度，今年的年
中购物节期间，
“ 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现象总体减
少，多个平台纷纷简化促销规则，将重心放到关注用
户消费品质上，行业竞争更加聚焦关键技术、经营模
式与效率的提升。
京东推出了现金红包、优惠券、头号京贴、首购礼
金等多种优惠活动，承诺九成热销商品享有保价服
务，热门地区可达到小时级送货；同时支持线下实体
店铺、供应商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天猫
平台降低了商家参与门槛，鼓励更多新品牌进入；推
出的预售、超级红包、补贴金、星秀猫、会员满减优惠
券等促销规则更加简明。苏宁易购打造“六一宝宝
节”，用一场“开心直播夜”引发共情消费。拼多多主
推省钱月卡和无门槛通用券，活动期间商品价格在平
时优惠基础上继续打折，
其中农产品销售火爆。
今年 5 月底，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商务部等七部
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此次
购物节，直播带货行业迎来“首考”，天猫、京东、苏宁
易购等平台除了继续邀请明星、商家负责人等走进直
播间，还搭配多种优惠活动。抖音、快手正式入局，前
者推出好物节，力推国潮好物和源头好货，通过兴趣
电商形式，让更多消费者发现、购买到自己感兴趣的
商品；
后者推出品质购物节，并上线“小店信任卡”，内
含消费者购物保障、平台优惠券和商家提供给消费者
的系列体验保障，包含假一赔十、七天无理由退货等
权益。
（记者 彭训文）来源：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