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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养老保险 规定是这样的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
全国 70%以上野生大熊猫

本报讯（记者 白圩珑）近日，陕
西省人社厅、陕西省财政厅发布通
知，明确了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缴费及待遇领取有关问题。通知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原有政策
与此次通知不一致的，以此次通知
为准。
当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实 施 时 已 经 年 满 60 周 岁 ，在 2014
年 2 月之后参保的，从参保的次月
起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
当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
施时，参保居民距 60 周岁不足 15 年
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
缴费不超过 15 年；距 60 周岁超过 15
年的，应按年缴费，未及时缴费的，
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补缴费的，不享受政府补贴，
不计算为加发年限基础养老金的

本报讯（通讯员 杜扶阳 记者
李佳 实习生 李子涵 丁雅婷）10 月
12 日记者获悉，我国正式设立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涉
及青海、西藏、四川、陕西、甘肃、吉
林、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 10
个省区，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
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
陕西和
甘肃三省，
保护面积2.2万平方公里，
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
衍栖息地，
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
生大熊猫。园内生物多样性十分丰
富，具有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是生
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价值实现
先行区和世界生态教育样板。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位
于动物地理区系的古北界和东洋界
两界分界线上，属典型的北亚热带
气候，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具有独
特的自然文化景观，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示范区、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
和生态教育样板区。据 2019 年调
查表明，该区域共有包括大熊猫、金
丝猴、羚牛等野生脊椎动物 7 目 26
科 56 属 342 种。其中，国家 I 级重
点保护动物 10 种，国家 II 级重点保
护动物 41 种。区内有维管束植物
173科、732属、1598种，丰富的植物
物种及发育良好的植被为野生动物
提供了最佳的栖息和繁衍场所，大
面积的箭竹、木竹与落叶阔叶树种，
还有金竹、刺竹等竹类资源，为大熊
猫等食性特殊的动物提供了稳定而

丰富的食物来源。
近年来，
陕西在圆满完成大熊猫
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体制试点任务
的基础上，
将创建设立秦岭国家公园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陕西“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提出要持之以恒有效保护秦岭生
态环境，
全面启动秦岭国家公园创建
工作。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公园管理局）已将
“秦岭国家公园”
列入《全国国家公园总体发展规划》
《全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秦
岭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秦岭国家公
园创建方案》初稿已经完成，规划范
围囊括了秦岭最美绿水青山、最精华
生态资源。下一步，陕西将勠力同
心、继续努力，
扎实推动各项工作，
力
争让这一梦想早日实现。

本报安康讯（黄义 杨敏丽 记者 吴琛）10 月 12
日，安康市首届猕猴桃采摘节暨“三年百市百店千
点”联展消费帮扶活动在岚皋县举行。
活动现场，岚皋县猕源果业有限公司与江苏新
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安康中守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昆山山里来土特产公司等签订了 500 余万元
的产品购销协议，16 名全县优秀高素质职业农民受
到表彰奖励。现场还进行了岚皋特色农副产品展
销、特色农业产业建设成果展示和网络直播带货等
消费帮扶活动。

■ 西安

缴费年限。年满 60 周岁后，符合待
遇领取条件的从到龄次月起发放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缴费年限
不足的，从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费的次月起开始发放养老保险
待遇。
60 周岁当年，城乡居民可以缴
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也可以不
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具体由
各统筹地区结合实际确定。60 周岁
当年缴费（不含补缴费）的，缴费时
间迟于到龄月份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从到龄次月起发放；领取
待遇后，参保人员不能再继续缴费。
重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员选择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且符合领取条件的，养老待
遇从申请办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
接手续的次月起执行。

西安发布
第二批二手房成交参考价格
本报讯（记者 文锦）10 月 13 日，
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建立房地联动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市政办发
〔2021〕20 号）和《西安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
价格发布机制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及要求，西安市住建局发布西安市
第二批 103 个住宅小区二手住房成
交参考价格。
（详见秦闻 APP）
其中，每平方米 2 万元以上的
小区全部位于高新区和曲江新区，
最高房价为高新区天地源枫林意

安康首届猕猴桃采摘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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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每平方米 25838 元，位列第一；
最低房价为灞桥区普华浅水湾，每
平方米 12008元。2万元以上小区共
有 11 个，高新区有城市风景夏日景
色（22891 元/m2）、都市 印 象（24541
元/m2）、逸翠园一期（23599 元/m2）、
天地源枫林意树（25838 元/m2）、泰
祥花园（23423 元/m2）、枫叶苑南区
（23756 元/m2）、高科花园（22891 元/
m2）、高科新花园（23473元/m2）。曲江
新区有中海观园（20594 元/m2）、中
2
海 东 郡（23501 元/m）
、中海紫御华
2
府（24127 元/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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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6 个商品房配建
公租房项目开始报名

本 报 讯（记 者 文 锦 实 习 生
王泽文）近日，西安市住建局发布
万科高新华府等 6 个配建公租房
项目，共计 1450 套公租房已达到
分配入住条件，由西安市保障性住
房管理中心委托市安居集团于近
期对以上房源进行分配，符合条件

者可申请。
此次分配对象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经过两级审批、两次
公示、六部门联审，取得公共租赁
住房实物配租资格（不限租金标
准）且目前仍然符合实物配租条件
的轮候家庭。

莲湖区第三届就业创业服务节启动

报名截止时间：10 月 18 日前。
网上报名步骤：
登录西安市保障
性住房网上服务平台，
开始网上报名
工作。具体步骤详见《报名指南》。
咨询电话：西安市安居集团电
话：88070095，西安市保障性住房
管理中心电话：87619419。

项目

地址

可分配套数

户型面积

万科高新华府
配建公租房项目

雁塔区西沣路 56 号
万科·高新华府小区 19 号楼

359 套

一室一厨一卫户型
单户面积 50㎡/户

保利心语花园
配建公租房项目

西安浐灞生态区浐灞二路以
北，广运潭大道以西

310 套

颐馨湿地壹号
配建公租房项目

南邻西安国际港务区西航花
园小区，西距灞河东路 100 米，
北距水流路 100 米

一室一厅户型，面积区间 56
至 63 平方米，套数 124 套
市政供暖
二室一厅户型：面积区间 63
至 77 平方米，套数 186 套

194 套

一室一厅户型，面积区间 50 小区自备锅炉
至 52 平方米
集中供暖

锦园春晓华苑
配建公租房项目

西安市莲湖区团结西路 36 号

180 套

一室一厅户型，面积区间 59
市政供暖
至 65 平方米

采暖方式
壁挂锅炉

曲江公园里
配建公租房项目

黄渠头路以南、通渠巷以东、
公园南路以西

374 套

一室一厅，面积区间 38.18 至
壁挂锅炉
48.67 平方米

果粒城
配建公租房项目

未央区未央路以西，玄武西路
果粒城小区

33 套

一室户型，面积区间 38 至 44 天然气
平方米
壁挂锅炉

本报讯（记者 艾莉）为加强青
年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莲湖
区 10 月 13 日在莲湖区市民中心启
动了以“莲青年心，筑英才梦”为主
题的莲湖区第三届就业创业服务节
活动。本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将持
续开展至 11 月 12 日。
记者在活动启动现场看到，此
次活动设置了青年技能提升营、人
才招聘、创业展示、技能提升等众多
功能区，为广大青年提供内容丰富、
种类多样的就业创业服务，满足各
类人员的就业创业需求。同时举行
了“青年大学生职业能力提升营”活
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规划、面
试技巧、简历制作等多方面培训，提
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促进大学生就
业。活动期间，提供了西电集团、西

无二电子、法士特等 60 家企业 1830
个招聘岗位，求职者络绎不绝。创
业展示区华为云、颐高、京东云等众
创空间的各项成果展示鼓舞着广大
创业者的创业信心与动力，而技能
提升的路演展示也进一步开拓了广
大求职者的就业思路。活动现场还
提供各项政策宣传咨询与职业测
评，帮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各项政
策，提供就业指导服务。
据了解，近一个月，莲湖区人社
局将围绕
“稳岗位、扩渠道、提技能、促
匹配”
四方面内容开展专项活动，
通过
“云游莲湖”
“创业沙龙”
“校园招聘”
“网上招聘”
“人社政策空中宣讲课堂”
等24个专项活动，有力确保企业岗位
稳定，
加强企业与求职者的沟通联系，
强化重技能强素质的就业理念，积极
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氛围。

西安首个科技成果转化支行
在雁塔区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文锦 ）10 月 12 日
上午，雁塔区科技成果转化支行揭
牌仪式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西安市
小寨支行举行，成为西安全市区县
中首个成立的以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为特色的支行。
据介绍，雁塔区科技成果转化
支行揭牌成立，是雁塔区立足科教
大区实际，推动科技成果尽早尽快
就地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也
是雁塔区不断创新金融服务，进一
步缓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持续优化金融领域营
商环境的重大探索。

为推动雁塔区科技创新，该行目
前已设立科技贷、小微易贷、极速贷等
多形式融资产品。据了解，科技型中
小企业贷款是向经政府或政府主管
部门推荐或认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或专有技术的，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
研究、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或以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为主要服
务内容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提供贷
款，最高可贷 1000 万元。揭牌当天，
雁塔区科技成果转化支行负责人分
别与雁塔区未来城市更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2家小微科技企业签订了
总金额5.1亿元的授信意向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