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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或将再度变化，可考虑购买商业保险

年轻人，养老规划需趁早
■养老成了年轻人的
“新烦恼”

“按照现在单位里缴纳的养老
金，到退休那会估计也就能有个
‘温
饱’。”不少市民议论道。特别是随
着“90 后”步入 30 岁、
“80 后”进入
40 岁，不少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养
老发起愁来。
“我国老年人口众多，目前已达
2.5 亿；同时，老龄化速度加快，
‘未
富先老’特征明显。”中国银保监会
副主席黄洪说。当前，我国养老保
障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三支柱”：
第一支柱为政府统一的基本养老保
险，这是基础；第二支柱为企业年
金、职业年金，这是补充；第三支柱
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
保险，这是前两者的提升。据统计，
第一支柱目前占主导地位，规模已
超 6 万亿元，占比达 70%；第二支柱
规模仅为 2 万亿元；第三支柱刚刚
起步，规模相对较小。在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此结构易导致第一支柱
“独木难支”
，
因此推进第二、第三支
柱发展迫在眉睫。
业内人士表示，积极发展商业
养老保险事业，对于健全多层次养
老保障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业多层

这段时间，一份《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的出炉，使“养
老金”一词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话题。专家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
日渐凸显，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也在做出一系列改革调整。近期，监管
层已针对银行理财与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养老金筹集
模式等问题密集发声。此举表明，无锡人未来的“养老金”或将再度
迎来变化。

次多样化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趋
势和就业形态新变化，进一步保障
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
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养老保险
“雪中送炭”

记者发现，不少保险公司正深
耕商业养老保险市场，通过细分市
场、产品创新等方式，
提供更符合老
年人群需求的保险产品。据初步统
计，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在售的产品
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购买的
产品有上千个，包括寿险、年金险、
健康险和意外险等。
“总体上看，
国内养老保险发展
仍不平衡、不充分，
无法满足社会旺
盛的保险需求，不少市民表示既看

国联财务公司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
5 月 8 日，国联财务党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到华润燃气廉政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接受廉政教育,使全
体党员干部心灵受到深刻洗礼。大
家纷纷表示，
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以反面人物为警钟，不断加强自身
修养，守住底线、不越红线，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以高尚的

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工作业绩为集团
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干部面
向庄严的党旗集体宣誓，重温入党
誓词。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强企
业廉政建设，强化责任担当，
为公司
持续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良好环境。

不懂也不敢买。”对此，业内人士认
为，
这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
一是老
年人专属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不
足；
二是保费相对较贵，
保费与保障
水平之间的杠杆率不高；三是部分
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年人难以买到适
合的产品等。
泰康人寿无锡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
一是在体系架构方面，
公共养老
金占据主导；
二是从行业角度来看，
商业养老保险在产品设计、经营管
理、行业实践等方面存在不足，
特别
是一些公司存在短视化倾向；三是
消费者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有待
提高。

■养老还需要早做规划

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空间巨大。
新华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60 岁以
上老年人的养老保险缺口很大，保
险公司目前大多在风险可控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范围主要是在短期险
领域。未来可以开发包括养老、意
外、特定疾病在内的产品组合，
为老
年人提供综合、全面、有持续性的保
险保障。
上述人士认为，养老的钱需要
提前做好规划。他认为这个钱并不
是等到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去规划，
最好是在退休前 20 年，最晚不要超
过 40 岁，
因为积累需要一个过程，
而
我们现在的收入中可按一定比例通
过保险的方式进行强制储蓄，
一来可
规避未来不确定的各种风险，
二来使
我们养成良好的消费储蓄习惯。
业内人士建议，养老的问题不
妨提前规划，可通过足额的保险配
置，借助商业保险的杠杆，让年轻
人今后做到“老有所依”。同时，投
资者教育也至关重要，特别需要充
分唤醒投资者的投资养老意识，要
让其意识到养老投资是一件长期的
事情。
（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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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更多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
州、温州、青岛等城市相较，我市
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速依然不高，
特别是普惠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
财经时评
余额占比等指标尚存短板，
民营企
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没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因此，
全市金
末，我市金融机构注入制造行业
融机构的新增贷款支持，
对于制造
的贷款余额达 3234.28 亿元，比年
业领域小微企业而言，
无疑是十分
初 增 加 131.84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及时和必要的。
特别是对于受到疫
45.69 亿元，制造业贷款占比再次
情影响的企业，
可谓
“雪中送炭”
。
当下，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位列全省第一。
事实上，
此番金融
的大背景下，我市如雨后春笋般
机构爆炸式发力，
则是我市贯彻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的
崛起的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很多
“提高政策质量，
加大金融支持实
尚属轻资产类型。尤其是在资金
体经济力度”
意见的重要成果，
其
方面，
此类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
目的不外乎为实体经济及时
“输血
势单力薄的特征较为明显。
此时，
供氧”
，
助力其实现
“加速跑”
。
金融机构应想方设法及时对这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
企业进行资金扶持。
也许，
假以时
日，
借助金融活水的浇灌，
这些为
是产业经济的血液。无锡以制造
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就能成长为
业见长，此乃实体经济的有力支
撑。
而制造业的成长壮大，
则离不
“参天大树”，成为全市经济高质
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
同时，
制
量发展征途中的
“潜力股”。
造业也是金融行业最稳定的市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出台实
场，两者共荣共生。从全市情况
施的诸多
“硬核”
政策，
正为金融活
看，近年来，围绕支持制造业、帮
水的涌流打开畅通之门。
如将转贷
扶中小微企业、
推动创新转型、
助
应急资金费率和
“锡信贷”
贷款利率
推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金融机构
在原有标准上均下调 50%、
推动法
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为实现经济
人金融机构积极用好 3000 亿元小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
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等政策，
无疑
证。据悉，今年 2-3 月疫情期间， 可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全市累计投放的 14.38 亿元转贷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可以期待，
在这
应急资金，通过“锡信贷”发放的
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的浇灌下，
我
1.39 亿元纾困资金，均向民营、小
市先进制造业、
重大新兴产业、
工业
微等实体经济领域倾斜。
智能化改造等项目将充分解
“渴”
，
实
然 而，由于某些原因，与苏
现成功落地和快速发展。 （东流）

“修复失牙 口福行动”
正在进行中
种植牙超值补贴等你来拿
为了让每一位无锡人拥有一口
好牙，
拥有好口福，
无锡维乐口腔联
合《阿福聊斋》发起第二季“修复失
牙·口福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口福
行动积极倡导世界卫生组织 8020
计划，旨在为锡城百姓解决“看牙
难、看 牙 贵 ”的 难 题 ，至 今 已 为 上

万 中 老 年 人 种 上 好 牙 。目 前 维 乐
口 腔 联 合 Nobel、ITI、Camlog、
Dentium 等五大国际种植牙厂家，
在 无 锡 开 展“ 种 植 体 首 颗 补 贴
50%”
公益爱牙工程，详情咨询无锡
维乐口腔滨湖门诊、五爱门诊、惠山
万达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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