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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8 年 4 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

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实

现“破冰”。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进行一年有余，

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情况不

甚理想。因此，各界专家学者从税优设计、投资管理规则、监管机制

等多个方面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诊断分析，为制度的完

善与发展建言献策。同时，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发展与金融机构和

养老金融产品紧密关联，专家学者们针对金融行业参与第三支柱、如

何更好地满足个人养老投资需求等方面提出了观点与建议。 

本期《养老金融评论》重点关注如下内容：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

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董克用教授阐释中国特色第三支柱个人养

老金制度的发展路径；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中国政法

大学胡继晔教授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的探讨；中国养老金

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首任

总裁冯丽英谈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形态和功能的路径和意义；中国养老

金融 50 人论坛特邀成员、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段家喜介绍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经验；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

分析银行业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中国养老金融50

人论坛联席研究员、兴业银行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业务经理张学成对银

行业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制度建议，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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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克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

度① 

 
董克用：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为什么要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 

首先，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高原态势，影响长久。我国在2000年

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年龄结构

老化迅速。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在2060年前后老年人口数量将达

到一个峰值并在随后开始下降；但伴随着总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龄化

的程度并不会随之下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依然会在相当长一

个时期内保持30%左右的高位，并将持续到21世纪末，形成人口老龄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保障》2019 年第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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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原的态势，即我国人口老龄化到达高峰后有一个长期持续期。 

人口老龄化高原将对我国养老金制度产生长期影响。伴随着人口

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现行养老金体系的制

度赡养率也将不断提高，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不断增加，而

制度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却在不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将要供养更

多的老年人口，如果保持现有养老金制度不变，我国养老金体系将面

临着巨大负担，带来可持续性风险。 

其次，任何单一支柱都不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更无法满足老年

幸福生活。从发达国家改革实践看，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逐渐

进入老龄化社会，过往以现收现付制或完全积累制为主的单一养老金

制度面临巨大挑战，都不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更无法满足老年幸福

生活需求。在此背景下，1994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三支柱养老金模式，

即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此后又在2005年将三支柱模式扩展为五支柱模式，增加了非缴费型的

零支柱和家庭互助等非正规形式的第四支柱，但总体来看，其本质依

然是通过政府、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分担，实现政府和市场有效配合的

养老金体系。三支柱模式的 大优势是能较好地实现政府、单位和个

人三方养老责任共担，促进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从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三支柱模式成为各国养老金体系改革

的共同趋势，凡成功实现全覆盖、充足性和可持续性的国家多实行三

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其中体现雇主和个人责任的第二、三支柱养老金

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依赖第一支柱的国家（如希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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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面证明单一的养老金体系难以应对人口、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多方

面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多数国家都建立起了多支

柱的养老金体系，为国民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收入保障。 

后，我国已初步建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但结构不合理。我国

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多层次”的概念在本质上同多支柱是一致的，

其中，第一层次（第一支柱）是公共养老金，第二层次（第二支柱）

是职业养老金，第三层次（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目前，我国已

经初步建立起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框架：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包括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包

括企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2018年5月，在上海、福建和

苏州工业园区开始了第三支柱个人税收递延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虽

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但仍存在结构问题： 

一是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可持续性发展受限。

近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持续扩大，《2017年度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15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71万人，其中全国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0293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51255万人。对比来看，第二支柱中，2017年末全国参加

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仅为2331万人，预计全国参加职业年金的职工人

数达3650万人。第三支柱方面，截至2018年底，正在试点的个人税收

递延商业养老保险保单已达2万多件。可见，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

保险在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呈现“一支独大”的特点，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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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负担了绝大部分的养老责任，退休人员也将养老待遇完全寄托在

第一支柱上。长此以往，基本养老保险将面临可持续问题，给国家财

政造成巨大压力。 

二是第二支柱受制于第一支柱高缴费率等其他因素，雇主积极性

不高或能力不足，覆盖范围有限。我国第二支柱是雇主主导的职业养

老金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自2004

年我国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以来，企业年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

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基金规模较小，目前35个OECD成员国家的企业年

金基金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平均为60%以上，而我国这

一指标不到2%。二是覆盖范围有限，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仍没有建立企

业年金，基金累计规模小；近年参加企业年金企业数量以及参与职工

人数放缓，增速近乎停滞。三是企业年金发展结构不均衡，表现为：

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年金的发展要快于中西部地区，而且特定行业企业

年金的发展也要快于其他行业；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和大型外资

企业与民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在参保员工数量及缴费能力

上都高出许多。2014年我国开始实施强制性的职业年金制度，但仅能

覆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第二支柱覆盖面的持续扩大没有显著

的影响。 

三是就业形式发生变化，灵活就业比重不断增加。近年，我国就

业形式发生很大变化，灵活就业比重在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7年全国个体户数为6579.4万户，个体就业人数为1.42亿人，

比2016年增加1363万人，增长10.6%，其中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增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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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快。对于此类就业人员，他们无法参加第二支柱雇主主导的职业

养老金。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无需雇主发起，个人可自由、自

愿参加，因此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更具灵活性，可以将灵活就业

者纳入到制度化的补充养老金体系中来。 

二、建立中国特色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关键点 

第一，第三支柱的概念界定与覆盖人群。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是

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财税政策支持、引导全体经济活动人口

建立的，以个人养老为目的，个人自愿参加并主导的积累型养老金制

度。该制度是政府鼓励个人向专门的账户进行缴费，个人根据自身风

险收益特征选择相应的养老金融产品进行投资，以积累养老金资产的

制度安排。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建议将我国在2019年5月正式

推出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称为“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英文

为China Individual Pension，简称CIP。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是国家养老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财

税优惠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与目前在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各种名义

的养老保障产品的本质区别所在。基于此，本文建议个人养老金覆盖

范围应确定为全体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城镇职工、城乡个体灵活就业

人员和城乡居民等。 

第二，个人养老金亟需财税政策支持。财税政策支持是发达国家

第三支柱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发

展的核心推动力。 

个人养老金制度财税激励政策实施的载体：账户制。财税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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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载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账户制，即个人设立专门的个人养老金

账户，以此作为第三支柱载体，个人首先向账户缴费，该缴费享受税

收优惠；然后，个人可用账户中的资金购买合格的第三支柱养老金融

产品，投资产品选择、权益记录等活动都基于账户展开。另一种是产

品制，即金融机构建立具有长期养老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报监管部

门审批或者备案后，可由个人自愿购买；个人购买该产品后可享受国

家提供的税收优惠。可见，账户制与产品制的核心区别在于税收优惠

是给到账户还是产品。账户制的参与方式是“缴费即享受税优”，税

收优惠给到个人缴费行为，而不区分参与人是否已经主动购买了第三

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产品制的参与方式是“购买产品才享受优惠”，

国家的税收优惠是给到个人购买产品行为，个人不购买产品则无法享

受税收优惠。 

从税收管理的角度看，财税政策的实施载体应选择账户制，这也

是社会各界在慢慢磨合过程中达成的共识。第三支柱税收激励的实施

载体账户制在操作上比产品制更为便捷，也有明显的优点：一是个人

可以通过惟一的账户实现享受税收优惠、个人投资选择以及权益记录

等功能；二是所有符合条件的产品都进入到个人账户，无论在哪个环

节征税，都可避免重复征税；三是账户形式的第三支柱养老金不受个

人工作单位和地点变化影响，不需要转移；四是与第二支柱保持账户

制度统一，可以有效承接积累型养老金的转移接续。 

探索不同的税收激励方式。税收激励方式的选择对于个人养老金

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根据第三支柱在缴费、投资和领取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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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征税，可将征税模式分为EEE、EET、ETE、ETT、TEE、TET、TTE、

TTT8种（其中E代表免税，T代表征税）。结合我国国情，第三支柱的

税收激励方式可选择两种模式：一是探索建立EEE模式，将个人养老

金纳入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专项或专项附加扣除，增强税收激励的精

准性；二是采取EET和TEE相结合的激励模式，个人可在EET和TEE中任

选一种方式参与，但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参与人只能选择EET模式。 

此外，在缴费阶段，可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群探索直接财政补

贴机制，增强对低收入人群的吸引力；在投资阶段，应明确投资收益

免税；在领取阶段，建议根据不同领取方式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以鼓励参与人长期领取。 

第三，个人养老金制度平台建设是关键。个人养老金制度平台建

设对于政策落地、业务便捷和综合监管有着重要意义，是个人养老金

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平台不是一

个商业平台，而是一项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应对老龄化、完善养老金体

系的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因此应立足于“三个面向”：一是面向个人，

即平台应坚持“以个人为中心”的原则，直接面向每个制度参与者，

在统一的平台上为参与人提供服务；二是面向政府，即平台应直接对

接政府，政府负责平台建设工作，并通过平台进行监管；三是面向机

构，即平台应直接面向所有具备资质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各类金融

机构运营服务特点和优势，以促进金融机构间的公平竞争。 

第三支柱公共服务平台应具备以下5个特性：一是统一性，即平

台的标准与功能应当统一；二是安全性，即要确保平台上的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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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平台自身必须独立运行；三是交互性，即平台应与相关部门和机

构在信息登记、税收征管、数据统计等方面，实时、动态地实现数据

交互和业务衔接；四是透明性，即平台的运作流程应充分透明，因此

必须做好信息透明和信息披露工作；五是动态性，指平台要留有接口，

既要有政策接口（及时与新政策实现对接），也要有技术接口（及时

与新技术实现对接）。 

第四，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与监管模式选择。个

人养老金是国家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应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要充分发挥银行、基金、保险等行业的积极性，鼓励

行业间开展合作，为参与人提供具有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养老金融产品，

以及长期和优质的服务。 

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产品设计要

有针对性，瞄准养老定位。存续时间长、缴费持续稳定是个人养老金

大的特点，根据养老资金的属性，产品期限设计应以中长期限为主，

保证养老资金长期保值增值的投资需要。因此，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

品应该充分考虑上述特性，充分发挥养老金长期资金优势。这就要求

产品在设计理念、投资策略、费率结构等方面都能够瞄准养老定位，

鼓励长期持有。其次，产品设计要灵活友好，保障转换和赎回需求。

从国外第三支柱产品设计来看，第三支柱投资过程长达几十年，其间

参与人的风险偏好、市场欢迎、产品表现等可能发生变化，这就要求

产品设计灵活简便，满足调整和转换产品的需求；另外，从领取端看，

除了养老时支取外，也允许参与人在面临疾病、购房、教育等紧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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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时从第三支柱借款，这就需要第三支柱产品具有申请方便或者质押

等提现功能。 后，赋予个人充分的投资选择权。第三支柱的突出特

点是个人拥有主导权，个人自愿参加、自主决策，因此，必须做到“谁

的资金谁投资”，回归个人管理，才能够有效提高投资效率，匹配每

个个体的风险收益。因此随着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体系的逐步建立，

未来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丰富多样的产品库平台，使个人拥有

更多的选择权。 

世界各国养老金在监管内容和关注重点上各不相同，但大体模式

可以划分为限量监管与审慎监管两种。中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刚刚起

步，制度运行初期，监管模式应采取限量监管与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模

式，以控制养老基金投资风险， 大限度保证养老基金投资的合规性

和广大参与人的利益；未来，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更为规范、各

参与主体运营经验更为成熟、养老金融教育更为普及，可逐步向审慎

监管模式过渡，以鼓励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提供差异化的养老

金融产品和服务。此外，个人养老金制度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

在制度运行时要明确监管职责和各自的分工，提高监管机构的运作效

率，形成监管合力，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保驾护航。 

第五，加强养老金融教育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对于养老金融产品

而言，投资就必然存在风险。如何看待金融投资，什么叫风险，如何

既保护自己的权益又避免风险，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广大民众

需要有养老金融的规划和投资基础知识，这就需要系统的养老金融教

育。我国民众的养老金融素养普遍较为薄弱，2017年中国养老金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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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坛所进行的中国养老金融调查（CAFF50 SURVEY）显示，30.3%的

调查对象在养老理财中有不同程度被误导和受骗的经历，因此必须加

强养老金融教育，增强参与人对第三支柱的认知能力，以便于作出与

自身风险偏好和收益特征相匹配的产品选择。同时，也必须通过法律

手段，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三、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展望 

首先，应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人社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关

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

文）的要求，确保在2019年5月按时推出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其次，

从国际经验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缓慢积累、逐渐壮大、长期发展的过程，其作用的发挥也需

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再次，为规范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

建设和运管管理工作，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

如财税支持政策、管理机构准入制度、养老金融产品管理制度、银行

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和业务运营流程与信息系统技术规范等。 后，个

人养老金制度出台后，还应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税制改革进展和

资本市场发展等因素，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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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晔：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前瞻①	

 

胡继晔：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18 年 4 月，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提出“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

范围，将公募基金等产品纳入个人商业养老账户投资范围”。如今，

一年试点期已经结束，标志着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

养老金第三支柱产品未来将跨越纯粹的商业保险范畴，进入更加广义

的金融领域。 

第三支柱养老金是政府以提供税收激励为基础，个人以养老为目

的而自愿缴费和投资的养老金制度安排，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领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保障》2019 年第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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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补充养老金。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

业年金的功能不同，第三支柱养老金应体现的主要是保障和长期投资

功能。 

一、建立“投资养老”理念 

当前我国和其他国家一个显著不同特点就是居民的高储蓄率。我

国储蓄存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 47%，美国只占 5%，相对

于美国，我们更依靠储蓄养老。《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17）》的

调查结果也表明，居民养老投资或理财方式偏好 大的是银行存款或

银行理财，占比达到 30.2%。 

应当说储蓄并非不能养老，而是储蓄未能更好地实现居民养老。

由于我国居民存款利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无法

对冲通货膨胀对购买力的负面影响，更遑论实现进一步的保值增值。

诸多研究表明，家庭较多配置金融资产能够显著提升家庭的财富水平，

尤其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在高净值人士资产配置

更加多元的当下，这也意味着我国当前居民储蓄养老的观念会加大不

同收入群体之间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待遇水平差距。 

“投资养老”是个人养老金自主选择的结果，个人养老金是投资

养老观念转变的重点。历史上，中国的养老问题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

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其实就是非正规的养老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是

代际赡养制度，“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时代 优的代际养老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养老部分改变了“养儿

防老”的传统，随之单位养老保障制度的局限性也逐步凸显，直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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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国务院决定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后才得以改

善。如今我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数 多的养老保障计划。 

在老龄化趋势逼人的情况下，发挥政府、单位、个人三方的积极

性，建立和完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成为社会共识。基于个人账户的第

三支柱养老金需要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过渡，通过

基于个人账户的税收优惠来鼓励个人进行财富管理，包括购买目标日

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购买商业寿险、购买锁定赎回期限的长期银

行、信托理财等金融产品，来实现个人养老资产的保值增值。从“储

蓄养老”向“投资养老”的转变应当成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

的新理念。 

在所有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产品中，养老目标基金是投资养老

理念的 佳承担者，主要是其倡导的长期的权益投资理念可以获得可

观收益。从资本市场发展 为成熟的美国来看，在 1802 年至 2012 年

的 210 年里，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8.1%，长期国债为 5.1%，短

期国债为 4.2%，黄金为 2.1%。也正是因为养老目标基金的长期投资

价值，2018 年 8 月我国证监会批准了符合《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

指引（试行）》的 14 家公募基金的养老目标基金产品，为全生命周期

养老准备的金融产品正式推出。截至 2019 年 2 月，证监会一共批准

了 41 个养老目标基金。未来有待财政部、人社部、国税总局、证监

会等部门发布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养老金投资养老目标基金的相关规

范性文件，使养老目标基金产品成为养老金第三支柱的主打产品。 

二、第三支柱的“蓄水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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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流动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在

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导向的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应当

保障所有群体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避免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丧失基

本的社会保障权利。 

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已常态化，第二支柱的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却面临着职业转换过程中的转移接续问题。2004

年劳动保障部颁布实行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鼓励引导符合条件的

企业建立企业年金，但由于是非强制性的，截至 2018 年底企业年金

也仅仅覆盖 2300 多万名企业职工，且多是大型国企职工。而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却带有强制

性，绝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均享有职业年金。当职工从有职业（企

业）年金的单位流动到没有年金的单位时，其年金账户的基金无法随

之转移积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参保职工权益。由于第三支柱个人养

老金是以个人为主导自愿建立的个人账户制养老金，当参加者在工作

变动或者退休时，可以将第二支柱年金转移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

户，个人可以继续缴纳、投资，这也是世界各国在第三支柱制度设计

中的普遍做法。比如美国的 401（k）计划类似我国的企业年金和职业

年金，职工发生企业、行业流动时可以将自己的年金存在类似第三支

柱的个人退休金账户（IRA）,IRA 承担了蓄水池的作用。我国第三支

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尤其适用于各类中小企业和自雇者，不仅能更好地

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广覆盖，而且将第三支柱作为补充养老金的归集

账户，能够增强第二支柱年金制度的携带便利性，更好地保障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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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 

三、税优设计 

为第三支柱个人自愿储蓄养老计划提供税收优惠是国际通行做

法。个人养老金税收激励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针对个人养老金计划

采取缴费、投资环节免税，在领取环节征税，以使计划参加人能够充

分享受投资带来的保值增值成果。二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提高税前

列支的比例，鼓励个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三是对提前支取与延期领

取给予税收惩罚，保证养老金用于养老目的。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

（IRA）在 59.5 岁之前提前取款，将被征收惩罚性税款；但允许提前

借款，再还回账户。雇员在年满 70.5 岁时，必须开始从个人账户中

取款，否则将对应取款额征税 50%，这一规定目的在于刺激退休者的

当期消费，避免社会落入消费不足的陷阱。 

国外通过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促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

金的快速发展。税收优惠虽然减少了政府的当前税收收入，但通过发

挥税收杠杆的撬动作用，使养老金可以迅速积累，逐渐成为个人养老

的主要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政府减轻未来基本养老金支付的财

政压力。在给予个人税收优惠以激励个人建立个人养老金的同时，通

常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都是有缴费限额的，在一定缴费额度内才可以

享受税收减免。 

设置缴费限额的主要目的是在效率的基础上关注公平性，防止富

人滥用税收政策进行避税。从国外经验来看，为避免税收优惠政策带

来的不公平和累退效应，不少国家探索了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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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低收入者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参与率。以德国为例，激励

国民参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里斯特计划规定：个人只要将其税前

工资的 4%（加上政府补助，其 大额不得超过 2100 欧元）存入其里

斯特账户，就可以得到政府每年 154 欧元的基础补助；低于 4%者政

府将按其存入的比例进行补助。对于单身或夫妻双方任一方符合条件

的，每个人可以得到 154 欧元的补助；对于结婚的夫妻中，仅有一位

符合条件的，其配偶在储蓄 60 欧元的基础上，整个家庭就可以得到

308 欧元的补助。中国应当学习德国，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年轻人建立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税收优惠政策是引导个人进行自愿养老积累的重要激励机制，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养老积累的规模。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主要涉

及税收优惠的模式、税收优惠的力度、税收优惠如何与现行的税收征

收系统衔接。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税优制度设计中，应当 大程

度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2019 年起我国的个税征收中增加了子女教

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

等 6 项专项附加扣除，是我国个税征收史上 重大的改革之一。未来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应当属于第七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府真

真正正让利给普通百姓。 

四、投资管理规则的改进 

国际上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严格数量限

制规则，另一种则是审慎人规则。第三支柱作为个人养老金 重要的

是如何实现长期较高的收益率，未必适宜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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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投资管理中股票投资上限的管理模式，需要考虑投资管理规则的

改进。 

严格数量限制规则是指对养老基金投资的资产类别、投资比例等

进行直接的数量限制，对养老金持有低流动性、高波动性、高风险性

的权益类资产有禁止性规定或比例限制，不允许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自

由选择。例如我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

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 40％，《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

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

的 30%。这些都设定了投资权益类资产的上限。由于严格数量限制规

则比较适用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地区，当前我国采纳这一规则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其内在缺点主要是妨碍了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管理的 优化，

包括限制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和投资策略的运用，过分关注于单个资

产品种而不是资产组合，缺乏灵活性，不能随股票、货币或不动产市

场的变化而相应调整资产配置。例如遇股票的牛市，如果养老金投资

的权益类资产由于股价上涨而使得投资组合中占比超过了规定的上

限，基金管理人就得不断清仓从而让养老金错失牛市的大幅度增值。 

审慎人规则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体系中古老的信托法，强调养老基

金管理者作为受托人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充分发挥投资管理人的

管理才能，不限制投资标的的品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立法大

量借鉴了普通法系的理念，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信托法》均规

定要遵循审慎管理的原则。和中国具有类似大陆法系传统的日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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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养老金私营化先锋的智利，养老金投资管理均已经从严格数量限制

规则转换为审慎人规则。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在第三支柱养老金投资管理的

实践中，可以学习英美法系中养老金投资的审慎人规则，借鉴全国社

保基金理事会委托投资管理人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养老金投资管理

人的主观能动性，先从投资限制适度宽松做起，投资标的可以包括更

多的权益类资产、海外投资、金融衍生品、商业地产等，以确保在风

险可控情况下收益的 大化，适应第三支柱私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需

要。 

五、监管机制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作为补充养老的范畴，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明确监管理念、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等，

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养老金激励机制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德国的多部门参

与、综合性监管机制非常值得借鉴。德国针对里斯特养老金计划，将

银行监督局、保险监督局、证券监督局 3 家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

织——联邦金融监管局，共同负责监管。因为第三支柱的养老金不仅

仅是社保机构一家的事情，需要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的通力合

作，以及相关行政和管理机构的参与。具体到我国就是人社部、财政

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这对有效促进部门间协调联动、个人补充性养

老金的顺利实施及运转意义重大。 

首先应当明确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监管主体和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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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根据现行规定，人社部是政府归口的监管主体，因第三支

柱养老金的投资涉及证监会、银保监会，需要建立与金融监管机构之

间的部际监管协调机构。 

其次要坚持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对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

金业务的行为监管，就是要求从事个人养老金业务必须有相关金融牌

照，如同进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管理一样。功能监管是对相同功

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按照统一标准、同一规则实施统一监管。

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业务而言，则是对横向的跨行业的从事个人养

老金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监管。不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要协同制

定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定，在统一规则和标准下，

使各类型的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充分竞争，更好地服务于第三支

柱个人养老金的保障增值。 

第三是要建立缴费、运营、发放的全过程监管与税收优惠的协同

机制。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应当由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协调合作来完

成职工收入信息的核对和税优计量，运营阶段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与税

务部门协调对运营管理机构的税务优惠，发放阶段则需要税务部门统

一计算退休人员的各类养老金收入的总体状况， 大限度让利于民，

尽可能减轻税务负担。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是典型的混业经营，

可以进行增量改革和创新，即推进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统一标准监管的

进程，避免在分业监管模式下造成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以及由此引发

的金融秩序混乱。按照统一的第三支柱养老金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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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发挥同样承担受托职责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

投资顾问的价值。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核心是投资管理人必须“了解你的客户，了

解你的产品”，让客户真正理解养老金融产品的特点。客户作为自愿

的第三支柱养老金投资者，其投资金额、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千

差万别，所以，在投资监管中必须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规范、

落实经营机构的适当性义务。我国不同金融行业的金融机构开展财富

管理业务，对合格投资者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第三支柱养老金管

理机构在国内开展管理业务活动时，应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国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识别投资者风险状况的过程中，

充分向投资者揭示风险，根据客户风险状况，推荐适合其风险承受能

力的银行信托理财、商业寿险、目标日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等不同

类型的养老金融产品，切实保护投资者，防范金融风险。 

此外，在分析养老金监管体系本身的同时，也应注意比较各国所

处的外部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国际经济金融

环境等，在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设计之初就给予监管高度的重视，从

而保障制度的顺利发展，真正通过个人养老金的发展来实现一定程度

的自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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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英：丰富金融产品形态，提升第三支柱个人养老

金制度吸引力
①
 

 
冯丽英：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创始人、首任总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

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剧的背景下，探索通过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形态和功能，提升养老保障

体系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全

面建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未富先老，观念更新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保障》2019年04期，原文题目为《丰富金融产品形态，让我们有备而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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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自 2000 年进

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据国家统计

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18 年末，我国 60周岁及以上人口 24949 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7.9%。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在 2060 年前后，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

30%，并在之后一段时期内保持该水平。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当前我

国养老保障体系三大支柱发展并不均衡：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一枝独

大”、第二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覆盖有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尚

在试点。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变化，使基本养老保险

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省份甚至出现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受制于多种因素，近年发展缓慢。在此背景下，需

要加快形成一个三大支柱均衡发展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有效应

对老龄化挑战。 

新时代老年人养老观念和需求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已步入老年阶

段的人群中，不乏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惠者，他们具有一定经济

基础和文化水平，追求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优质养老生活。“421”的

家庭结构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他们更期待通过社会化养老服务获得

专业照护。建信养老金公司对上海地区 400 名退休居民进行过问卷调

查，养老金每月 3000～5000 元的居民占比为 60%，退休后参加社区

学习、培养爱好以及旅行出游的占 90%以上。调查中，表示“价格合

适的养老机构难以寻找”的占 43%。这个调查结果从一个方面说明：

人们退休后的养老方式正在多样化；与中青年时个人资产主要用于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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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女教育等不同，老年人资产主要用于个人养老消费；在养老金

与养老服务提供之间有一定的脱节。因此，在关注养老金是否充裕的

同时，应相应关注养老服务供给和匹配问题。 

二、丰富形态，满足需求 

金融产品是第三支柱建设的主要载体。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

是以个人为主导自愿建立、国家提供税收优惠的养老金制度。与一、

二支柱不同，第三支柱由个人自主决定组合投资，可以直接选择具体

金融产品。如美国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IRA）可在市场上选择共

同基金、保险产品、银行存款产品等，完全由个人自主决策，机构提

供相应咨询等服务。“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曾经释放过这样的

观点：养老金融涵盖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

者融合发展。第三支柱的发展需要以股权、债券、基金、存款、保险、

银行理财等多种产品作为支撑，实现个人养老金的投资积累。同时，

应给予个人养老投资者资金和服务组合选择权，提供相应产品，实现

资管和服务有效对接。 

从国际经验看，第三支柱产品范围较宽，并且以信托型资管产品

为主。国内目前发行的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具有投资范围广、销售起

点低等特点，在产品结构、资产配置、销售渠道等方面已经积累了经

验，适合作为个人长期养老金产品工具，可以考虑纳入第三支柱合格

产品之中。第三支柱实行账户制为引入养老服务权益提供了可能。个

人账户具有唯一性，从个人参加计划开始将伴随一生，可将个人参加

第三支柱的权益清晰准确记录。通过个人账户相关信息，可与未来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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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养老服务权益进行匹配，通过精算实现个人养老投入与养老服务支

出的平衡，实现个人养老金与养老服务之间的无缝衔接，有效解决信

息不对称等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附加养老权益型第三支柱产品应满足不同人群需

求。根据第三支柱个人养老投资者年龄层次不同，附加养老服务权益

的产品设计思路也有所不同。针对临近退休的人群，可允许个人在退

休领取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时，一次性购买附加养老服务权益的产品，

并享受税收优惠。这种做法在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均有相应的制度设

计。考虑到这类人群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设计这类产品时，

应考虑让该产品按照养老保障产品相关管理规定进行投资运作，给予

个人一定的金融资产收益。针对年轻人群，因其处于个人养老金积累

阶段，现金流较为充裕，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不迫切，可设计提供相

关产品，个人定期对该产品进行认购，并享受税收优惠。该产品按照

养老保障产品相关管理规定进行投资运作，承诺在个人退休时可享受

相应的一揽子养老服务。个人在退休时，其拥有的产品份额直接转化

为养老服务权益，可从产品后端对接的养老服务池中，根据自身喜好

和需求选择相应的养老服务，对应的费用从其认购的产品份额中直接

转化予以支付。 

三、多方共进，有备而老 

（一）在国家层面应拓展顶层设计思路。 

第三支柱建设需要国家作为驱动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

顶层设计。目前第三支柱建设大多关注资金投资管理，对于其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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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讨论较少。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拓展思路，在确保个人养老金

安全的前提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组合选择。

通过制度设计畅通养老资产与养老服务对接的路径，允许多种形态投

资产品进入第三支柱合格投资者产品之中。鼓励和支持机构先行先试、

大胆探索，通过多元的资产配置和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产品运作方式，

使第三支柱更好满足个人养老投资需求，充分发挥其在养老保障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在机构层面应形成合力发挥主体作用。 

各类金融机构是第三支柱建设的主力军。金融机构为个人养老投

资者提供账户管理、投资产品、资产配置等服务，银行、基金、保险

等多主体机构均可参与。将养老服务权益附加到第三支柱产品后，链

条将进一步扩展到养老服务机构。需要各家机构共同参与、加强协同，

为个人养老投资者提供更好投资回报和更优养老服务。面对多元化、

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应注重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专业养老金管理公

司可为客户提供相关金融产品，并对产品对接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选

择和管控，提供规范、标准的养老服务，降低个人因信息不对称及不

具备专业知识而错误选择养老机构的可能性。 

（三）在个人层面应加强教育培育长期投资理念。 

对个人养老进行规划、坚持长期投资理念，是国外个人养老投资

者的普遍选择。当前，国内个人投资者较注重短期收益，长期投资理

念和养老规划能力不强。第三支柱个人自主性强，且属于长期投资属

性。因此，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开展养老金融普及教育，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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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养老金融素养。为个人提供综合性的养老咨询方案，帮助做好个

人养老规划。同时，国家应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机制，机构应勤勉尽职，

严防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特别是对于附加养老服务权益的金融产品

的管理，应对养老机构选择和管理、养老服务标准制定以及养老服务

权益兑现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妥善安排，切实维护个人养老投资权

益，保证第三支柱建设的平稳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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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家喜：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国际经验①	

 

段家喜：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特邀成员、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养老金社会化、制度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

标志之一。养老金制度化实现了对长寿风险的有效保障、个人一生收

入消费的平滑，以及年轻一代对老年一代的赡养。公共养老金是人类

制度的伟大创新之一，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发展

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即面临人口老龄化、经

济增长波动等方面的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私人养老金作为结

构式改革措施被大多数国家引入体系，并在缓解公共养老金压力等方

                                                
本文摘自《中国金融》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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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显得越来越重要。私人养老金包括职业年金（Occupational 

Pension）和个人养老金（Personal Pension），前者是由雇主发起设

立，后者则是由个人购买（有的国家允许雇主配资）。 

一、国际上建立税优个人养老金概况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不同，各国选

择了不同的私人养老金发展模式，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积极推出税优

个人养老金（见表 1）。根据 OECD 的研究报告，2013 年有 17 个 OECD

国家（总共 34 个）建立了强制或准强制的私人养老金制度，有 12 个

国家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超过 20%，分别是加拿大、捷克、丹麦、芬

兰、德国、冰岛、韩国、挪威、新西兰、荷兰、瑞典和美国。 

 

二、国际上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情况 

各国个人养老金的税优政策各不相同（见表 2），归纳起来主要有

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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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直接财政补贴。如德国里斯特养老金计划的国家补贴由基础

补贴和子女补贴构成。基础补贴自 2002 年到 2008 年逐年增长，目前

为成人每年 154 欧元，已婚夫妇为 308 欧元；子女 高补贴为 185 欧

元（2008 年前出生的）或 300 欧元（2008 年以后出生的）。同时自

2008 年起，26 岁以下的年轻人士参加还能得到 多 200 欧元的一次

性特殊奖励。 

二是税收减免或递延。如美国允许个人在税前向传统 IRAs 缴费，

账户资产的增值部分无须缴纳投资收益税，只在账户资金支取时缴纳

个人所得税，属于 EET 模式；而罗斯 IRAs 是个人税后收入缴费，在

资金支取环节享有税优政策，但账户资金的增值和领取可以免税，属

于 TEE 模式。荷兰、韩国、芬兰、丹麦、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等

多数国家的个人养老金均采取 EET 模式，意大利、瑞典等个人养老金

采取 ETT 模式。 

三是设定缴费限额，即只能在一定缴费额度内享受税收减免。设

置缴费限额的主要目的是在效率的基础上关注公平，防止富有人群滥

用税优政策。例如，德国里斯特养老金计划设有 低和 高缴费限额，

2005 年之后缴费限额 低为每年 60 欧元， 高缴费限额为参保人前

一年度税前总收入的 4%，2008 年之后 高为每年 2100 欧元，如果缴

费额低于 4%，则国家补贴会相应减少。 

值得关注的是，税优政策并非万能。并非给予税优政策，个人养

老金就会得到很好发展。各国个人养老金参与率差异比较大，如 2016

年新西兰的参与率高达 72.9%，而葡萄牙只有 4%。这主要取决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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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一是流程是否简洁易行，复杂细致的税优规则以及繁琐的

投保流程均是影响参与率的因素；二是是否有配套措施，如“自动加

入机制”、三支柱之间资金的互通等。这些均可从美国 IRAs 的发展历

史中清晰看出，1981 年美国出台了政策简化税收规则并扩大 IRAs 的

适用，提高 IRAs 年度缴费限额，并提出建立覆盖全体雇员的“普遍

式”IRAs，允许第二支柱的资金向 IRAs 转账。传统 IRAs 缴费额由

1981 年的 34 亿美元增长到 1982 年的 283 亿美元，并在 1982 年至

1986 年达到年均缴费 344 亿美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 1986 年的

收紧政策使缴费额由 378 亿美元直线下降到 1987 年的 141 亿美元，

并在后续年份仍保持着较低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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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国推进个人养老金市场发展的建议 

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并深刻影响经济社会运行。2016 

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31亿人，2020年将增至2.55亿人左右，

到 2050 年将超过 4 亿人，占比达到 32.8%。中国养老金体系虽取得

巨大成绩，但其可持续性饱受诟病。公共养老金基金总体上处于困难

和不可持续的局面。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6 年基金总收

入 35058 亿元，其中征缴收入 26768 亿元；基金支出达 31854 亿元，

即当年征缴收入不足以平衡基金支出，缺口达到 5086 亿元；加上各

级财政补贴（5166 亿元）及利息收入（1070 亿元）后，才勉强有结

余 1150 亿元。公共养老基金在区域分布上呈现“贫富不均”“苦乐不

均”的状态，全国只有 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年征缴收入能够

平衡基金支出；即使加上各级财政补贴及利息收入，仍然有 7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当年基金收入不足以弥补基金支出。 

尽快发展包括个人养老金在内的私人养老金，是增加优质资源、

破除养老金体系困局、缓解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关于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三支柱”概念，该决定要

求，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

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

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这一理念和方向依然是正

确的并继续指导实践，但现行体系依然是“公共养老金一支独大”，

其市场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2018 年 4 月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明

确试点 EET 式个人养老金，但试点情况远差于预期。为更好推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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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市场发展，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优化税优方式。由税收递延改为递延与补贴并举。无论采

取直接补贴还是递延纳税的方式，于财政而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

是对民众购买个人养老金的行为征负项税，以此激励其购买。但作用

效果不同，递延纳税对于高收入群体有较好的激励作用，中低收入群

体可能因收入达不到起征点而无法享受；直接补贴则更多地向中低收

入群体倾斜，操作简便，有利于让更多的人群享受政策福利，具有可

控性、可获得感好等特点，更有利于提升制度公平性和覆盖面。建议

采取比较简明的个人养老金税优方式，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直接补

贴中低收入人群，具体额度可视财政及参保状况逐年确定；二是实行

EET，允许个人在一定额度内税前列支个人养老金缴费，并在投资环

节免税，而在领取环节则合并其他收入缴税。可在试点基础上，积极

探索并适时推出直接补贴式个人养老金，以扩大覆盖面，使政策惠及

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 

第二，提高税优力度。逐步提高个人养老金的替代率。税优力度

直接影响替代率，影响个人养老金在体系中的分量和作用。税优力度

大，个人缴费相应会多些，将来替代率就会高些，反之则低。对个人

养老金应当给予多大的税优力度，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必须立足

于中国国情，这既取决于个人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的设定，还取决于财

政的可负担性。在当前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背景下，可适当提高

税优力度，如将税前扣除的比例提高到工资计税基数的 12%，并对于

年缴费 6000 元以上且未达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个人，给予年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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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10%的直接补贴。同时，可以试点采取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引入

“自动加入”机制。由用人单位（同时也是代扣个人所得税单位）代

理员工办理加入税优个人养老金的相关手续，这将会极大开拓市场和

提升参与率。二是打通第三支柱之间资金流动的渠道。中国公共养老

金采取统账结合的模式，已经建立了个人账户；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也有个人账户，将来个人养老金也会设立个人账户，三者之间存在功

能重叠，甚至市场竞争。应该建立以下制度，以促进三者之间的对接，

提升个人养老的适用性和参与率。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参保人将第一

支柱中的个人账户直接转移至第二支柱或第三支柱，并实现市场化投

资管理；允许离职人员将其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归属个人的资金转

移到其第三支柱；对于所在单位未建立企业年金的，允许将企业年金

中给予个人的税收政策转移叠加到个人养老金。 

第三，简化参保流程。建立兼容、开放、高效的制度框架。采取

“统一账户+管理账户”的模式。如图 1 所示，建立信息平台，各金

融机构为首次投保的参保人申请建立“统一账户”。“统一账户”具有

唯一性，可实现投保人身份校验、税优产品登记、个人账户信息查询，

并与税务信息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投保人纳税抵扣、税务稽查以及直

接补贴发放等功能。各金融机构在其内部为投保人建立管理账户和资

金账户，实现产品的配置和转换等功能。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

是兼容开放，各金融机构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并按投保人需

求配置本机构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二是灵活多样，投保人可

以在不同金融机构参保并建立管理账户，可配置多样化的产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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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投资双重目的；同时信息平台和统一账户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

也便于税务监管和金融行为监管。三是平台增信，信息平台的建设与

运行，既可以提升效率和控制风险，还可以起到增信的作用，提升制

度的公信力。投保人通过信息系统，既可完成计划下的缴费、投保、

查询、产品（或资产）配置、领取等功能，也便于推行个人养老金计

划的电子化和无纸化，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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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银行业纳入养老金第三支柱可助推长期资金

入市
①
 

 

郑秉文：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养老基金是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资金，健全养老基金三支柱对中

国经济平稳转型至关重要。本文梳理了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发现现状

与格局，认为第三支柱的投资产品既包括公募基金产品、保险产品，

也包括银行业的投资理财产品，建议将银行业纳入中国养老金第三支

柱与相关税延政策范围之内，并分析了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本文摘自《清华金融评论》2019 第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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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是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资金。世界银行曾将养老基金分

为三个支柱，即由国家举办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养老金；企业主举办

的第二支柱补充养老基金；个人投资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绝大多

数发达国家举办的第一支柱都是现收现付制，基金余额十分有限；即

使个别国家余额规模较大，但也没有进入市场化投资，如美国。而几

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都享有税收政策

优惠支持，基金投资实行的都是市场化的投资策略，成为资本市场的

长期投资基金。例如，2017 年底，在税优政策支持下，美国三支柱养

老基金资产规模高达 28.2 万亿美元，是当年 19.39 万亿美元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 145%。其中，第一支柱 2.85 万亿美元，第二支柱

16.15 万亿美元，第三支柱 9.2 万亿美元。美国的第一支柱始终没有

实行市场化投资，而是购买特殊国债，所以，美国用于市场化投资的

养老基金是25.3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股市市值40万亿美元的63%。

再如，2015 年底享有税优支持的加拿大三支柱养老基金资产 3.50 万

亿加元，相当于当年加拿大 1.99 万亿加元 GDP 的 176%。其中，第一

支柱 3422 亿加元，第二支柱 2.01 万亿加元，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储蓄

账户 1.14 万亿加元。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三个支柱养老基金完

全实行市场化投资体制，对加拿大 2.7 万亿加元市值的股市而言，加

拿大养老基金相当于其股市市值的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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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基金也由三支柱构成，并具有税优政策支持。第一支柱

为建立于二三十年前的基本养老金制度，目前资产余额为 5.02 万亿

元（含农村），但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只有北京、山西等 15 个省（区、

市）政府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合同额 7150 亿

元，其中只有 4167 亿元资金到账并开始投资；建立于 2004 年的第二

支柱企业年金基金规模仅为 1.37 万亿元（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实

行完全市场化投资；由于第三支柱中的税延养老保险于 2018 年 5 月

才开始启动试点，规模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且养老目标产品还没有

颁布税优政策。但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早在 2000 年就

建立起一只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资产规模

已超过 2 万亿元（不含受托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实行完全

的市场化、专业化投资。因此，目前所有可用于市场化投资的养老基

金规模不到 4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 GDP 的 5%和股市市值的 8%左右。

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 高的，但养老基

金规模却是 低的，如何将国民储蓄“转化”为养老基金，成为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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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资金，提高国民财富的收益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 

一、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发现现状与格局分析 

2007 年原保监会提出建立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倡

议，经过 10 年努力，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业

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59 号）提出尽快试点的部署，

并在 2018 年 4 月与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颁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

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 号），决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以

下简称“三地”）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

暂定一年，其税前扣除标准为 6%和 1000 元孰低办法确定。经过半年

多的试点，三地共有 19 家保险公司符合试点条件，推出三大类全产

品体系，即收益确定型、收益保底型、收益浮动型；其中有 62 款产

品进入市场，累计实现保费收入（新单和续期）4590 万元，保单件数

33154 件。 

公募基金业早在 2016 年开始布局进入第三支柱养老金业，在没

有税收政策支持的情况下，2018 年 2 月证监会发布《养老目标证券

投资基金指引（试行）》（证监会公告[2018]2 号），并于 2018 年 8 月

和 10 月分两批共计批准了 26 只“养老目标基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已成立 10 只，发行规模 35 亿元，认购户数 56 万户，平均

认购 6087 元；其中，有两只锁定期为 1 年，其余 8 只锁定期为 3 年。

业内普遍认为，2019 年有关部门有望对基金业实施税延政策，发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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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将进一步扩大。 

至此，保险业和基金业支撑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制度格局正在

如火如荼地构建着。从理论上讲，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税优政策载体是

第三支柱个人账户，而不是产品或行业，账户持有人可通过账户对保

险业、基金业、银行业提供的产品自由选择，但事实上，由于目前第

三支柱可投资范围和产品超市清单还没有相对完整的顶层设计，税优

政策赋予实施的机构对象实际上针对的是各个金融行业，因此，如银

行业欲进入第三支柱个人账户投资产品的“篮子”，应先争取纳入税

延政策的支持范围。此外，由于个人账户平台在目前起步阶段也是分

立的，即保险业和基金业各自使用自己的平台（保险业为中保信，基

金业为中登公司），所以，税延政策的赋予实施机构对象也只能是针

对行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理财产品如纳入第三支柱投资篮子

之中，需先纳入此次税延政策范围之中。 

而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第三支柱的投资产品既包括公募基金

产品、保险产品，也包括银行业（含信托业，下同）的投资理财产品。

从市场需求来看，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在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的资产配

置存在很大的互补性，这不仅表现在账户持有人的风险偏好上，还表

现在产品结构上。从产品结构上看，银行业的理财产品大多为短期等

非标产品，而保险业提供的是三款标准化的“定投”系列产品，基金

业提供的是“默认投资工具”即“生命周期基金”。从投资文化与习

惯上看，保险业和基金业提供的产品是几乎无须“换手”的“傻瓜”

产品，而银行业提供的理财产品很符合国人“打麻将”式的投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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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经常亲手“摸”到钱，听到“哗哗响”的摸钱声，这种“客户体

验”具有传统的“投资快感”，对中短期产品存在一定的需求，进而

与保险业和基金业的产品形成明显的互补性。 

截至 2017 年底，银行理财产品存续余额高达 29.5 亿元，占中国

GDP 的 35.7%，全年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173.6 万亿元，是 GDP 的 210%。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银行理财已成为家庭财富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2017 年的个人类产品募集额为 110.4 万亿元，占全年募集总额的

63.6%，其中存续余额为 19.8 万亿元，占全部存续余额的 67.0%。可

见，银行业纳入第三支柱养老金将毫无疑问可优化第三支柱个人账户

的资产配置结构，增强第三支柱的吸引力和激励性，提高第三支柱的

替代率水平，促进第三支柱的快速发展。 

二、银行业纳入第三支柱的十大优势和必要性分析 

第一，从银行业的需求来看，资管新规实施以后，从 2020 年开

始，银行理财将打破“刚兑”，商业银行对长期资金的需求和不同层

次资金类型的需求更显急迫，而第三支柱资金的锁定期为退休日，是

长期资金，第三支柱的建立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银行业的这

些需求，是未来银行业获取长期资金的一个突破口，从此可确立一个

长线业务链。 

第二，从银行理财产品改革的趋势来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管理办法》落地后银行理财子公司进入快车道，它将改写银行理财的

传统方式，具备了满足第三支柱个人账户潜在市场需求的客观条件，

可以为不同的第三支柱账户持有人群体量身定制产品，银行业理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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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理财产品期限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延长，能满足不同

层次风险偏好的账户持有人群体的需求。 

第三，从银行结构性存款的产品特征来看，它可以满足各种不同

群体的投资偏好和不同年龄的账户持有人的需求。例如，“ 低收益

保证型”（收益固定在一个范围，收益低，风险也低）可满足临近退

休群体和已经退休群体的需求；“本金保证型”（本金不受损失，但却

没有 低收益保证，收益较高，风险也较高）可满足很多女性和受一

定教育的群体的需求；“部分本金保证型”（大部分本金不受损，收益

高，风险高）可以满足白领年轻阶层的需求。在结构性存款三类产品

中，其本金部分相当于存款，即使在美国，第三支柱也有一部分是“现

金”。近年来，银行结构性存款发展势头迅速，潜在市场很大，为进

入第三支柱养老金账户积累了经验。 

第四，从银行业的独特优势来看，第三支柱养老金产品是将“银

行存款”转化为“养老基金” 具条件的金融工具。因为在老百姓心

目中，银行依然是 被信赖的金融机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个核

心组成部分。商业银行提供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养老产品具有天然的优

势，并且，银行网点遍布各个角落，无论是线下的营业部、柜台销售、

社区银行，还是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电子银行，都具有强大的客户

群和产品辐射能力。因此，银行作为天然的养老金账户管理人，如果

仅仅行使托管人的功能，等于将银行这些天然的优势“束之高阁”。 

第五，从银行的长期稳定资金的需求来看，第三支柱是将“银行

存款”可随时支取的“短钱”转换为锁定几十年的“养老产品”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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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便捷的路径，几乎所有第三支柱账户持有人同时也都是银行存

款人，用第三支柱“打通”养老基金和个人存款这两个账户，将庞大

的银行存款“搬家”到第三支柱养老金账户之中是 直接的“路径”，

因为银行业可提供的产品范围远远大于保险业和基金业，如银行理财

的资产涉及流动性、债券、同业存放，企业资产等多方面，理财产品

既有固定收益类又有浮动收益类，产品种类很多，有申购类、同业类、

银行信托合作类、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类、结构型等，还包

括人民币、外币理财，还有信托计划和股权计划等。所有这些银行产

品都可通过第三支柱账户将“短钱存款”转换为“长钱养老基金”的

“媒质”。 

第六，从目前各个银行的养老业务板块的发展来看，它们都存在

较大的需求，很多银行虽然很有思路和想法，但由于银保监会没有统

一的“动作”，基本处于碎片化“各自为战”阶段，虽然付出了不少人

力物力财务，可总体看效果不佳。银行业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引导长

期资金入市，既可满足银行业的需求，又可满足第三支柱的需求，实

现“双赢”，弥补“三缺一”的窘境，填补产品空白，造福百姓。目

前，银行业已经在养老保障管理产品的托管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与

银行的市场地位、与银行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都还很不匹配，银行理

财的养老理财产品还远未形成一个品牌系列，而这些正是银行业养老

业务板块的“正宗”所在。 

第七，从推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发展进程来看，银行业的纳

入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力，这主要表现在账户平台建设上。第三支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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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投资者包括自然人，这是与第二支柱不同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

第三支柱覆盖规模在理论上讲应该大于第二支柱的主要根据。账户平

台是个人建立第三支柱的“入口”，相较而言，保险业和基金业各自

使用平台的“入口”均都要小一些，且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整合为一个

统一平台。其实，第三支柱的 大“入口”应是商业银行。据悉，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在 2017 年末的个人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已达

9.5 亿，这应该是国内 大 完整的个人金融基本数据统计平台了。

有行为能力并与经济社会发生往来的自然人个人一般都会有至少一

家银行的Ⅰ类个人结算账户。如何有效利用这些个人Ⅰ类账户的基本

个人信息宣传和推进延税型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迫在眉睫。因此，商

业银行参与第三支柱产品的提供，长期看是一篇“大文章”，可以缩

短账户平台分割的历史进程，作为个人账户的天然的、有丰富经验的

专门管理机构，从平台的优势和整合的角度加快推进第三支柱的发展。 

第八，从未来加速整合统一的账户平台的历史进程来看，银行业

的纳入将有可能缩短这个“尴尬”的“三国演义”历史阶段。由于保

险业建立第三支柱起步于 11 年前，保险业使用的账户平台自然是本

行业内的“中保信”平台系统，基金业加入进来之后自然也要使用本

行业内现成的“中登公司”账户平台，如果银行业加入进来，顺理成

章地也有可能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统，这个覆盖 9.5 亿自然

人的强大系统显然是目前银行业的 佳选择。届时，在账户平台的使

用结构上就形成“三国演义”，每个居民在申办第三支柱时就须分别

注册建立三个账户，于是就必然派生出很多问题：一是为税延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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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带来一定的困境。例如，三个金融行业分别享有各自的税延比例，

那么，三个行业的比例是一致的，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这很容易

导致出现新的博弈。再如，第三支柱的税延比例总体设计上没有一个

完整目标，不仅存在相互博弈的空间，而且缺乏科学性和顶层设计。

二是为居民造成很高操作成本和困惑。例如，三个账户是分立的，账

户持有人在配置资产时面临很多困惑，因为三个账户之间的税延比例

是不能相互“调剂”的，或者他必须满仓操作三个账户的资产，或根

据自己的风险和产品偏好而有所取舍，使有的账户就有可能“空置”

起来，他必然会认为自己“吃亏”了，“浪费”了“指标”，没有用足

三个账户加总的税延比例，进而产生“埋怨”情绪。再如，账户持有

人在三个产品线的资产配置上很费思量，“客户体验”很差，产品配

置的结构思维遭到人为破坏。三是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账户具有“唯一

性”即每人只有一个账户，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每人须同时注册三

个账户才能覆盖三个金融行业的产品线，三个账户的同时存在，说明

第三支柱账户已不具有唯一性了。四是三个账户成倍地加大了后台税

务部门终生跟踪和监管成本、退休试点“总结算”的成本，加大了发

生错误的概率。而若银行业加入，如果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

统作为账户平台，由于其体量大，覆盖人数 多，更具权威性，随着

时间的推移，有条件逐渐将三个平台逐渐归并过来，这是统一平台建

设的一个推动力。另外，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根据《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规定，个人所得税增设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时由税务部门使用的“远程办税端”也可以作为银行业的账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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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第三方”的平台摆脱了行业部门的利益，很容易将保险业和基

金业的账户平台统一转移至这个“远程办税端”，这就加快了账户“三

国演义”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也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

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精神。 

第九，从税延养老保险“三地”试点（甚至包括实行 3 年半以来

的税优健康保险在内）运营情况来看，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给决策部

门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除了承载产品有限、缺乏吸引力、税延额

度低、领取期税率高、税延限额计算复杂、税收抵扣操作流程烦琐、

试点范围过窄、个税起征点提高等各种客观原因以外，实际上， 本

质的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需要从多个

方面考虑分析，其中包括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有效的参与

激励与约束机制、科学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统计手段、信息化为核心征

管稽核手段等。银行业的“加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瓶颈，缓

解由于个税改革不到位而存在的不利于推广延税型市场化福利产品

的制度约束，这个约束，既与账户平台的统一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又

属于观念认知问题。 

第十，从银行业的纳入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迟钝”来看，第三支

柱养老金制度缺乏顶层设计，缺乏更高层次的总体协调。保险业早在

11 年前就开始启动第三支柱的设计和争取税优政策，基金业在 3 年

前开始行动起来，银行业至今仍显“无动于衷”，这充分说明，养老

金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发达国家，三支

柱养老金的制度安排或是由社会保险立法统筹考虑，或由税法统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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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或由行政统一指挥，例如建立总统委员会或建立专门委员会。缺

乏制度顶层设计必将导致部门利益冲突，行动拖延，其结果或捷足者

先登，或迟钝者迟钝，导致制度出现碎片化现象或缺损。这与部门间

的不同认知有很大关系。 

综上，银行业纳入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之中，主要有四个作用：

一是有利于满足第三支柱账户持有人风险偏好，实现产品配置的互补

性；二是有助于加速整合统一的账户平台的历史进程，迅速推广普及

第三支柱，对老百姓是一个长期福祉；三是有助于改善银行资产结构，

有利于其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改革趋势；四是有助于资本市场建设

和获得长期资金，改善股市投资者结构和稳定股市。因此，将银行业

相关金融服务尽快纳入即将颁布的第三支柱养老金税延政策范围之

内是十分必要和急迫的。 



                                               本期重点关注 

 50 

张学成：浅谈银行业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制度准备 

 

张学成：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联席研究员、兴业银行养老金融中

心业务经理① 
 

目前，我国现行结算账户按照Ⅰ、Ⅱ、Ⅲ类账户分类管理，在开

户方式、开户数量、金融功能、交易限制、余额管理等方面，均无法

完全满足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运营需要。因此，应明确个人商业

养老资金账户的专属法律地位，按照专用账户的模式对该账户进行监

督和管理，以保障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成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

                                                
本文摘自《中国银行业》201904 期，原文作者为：张学成、崔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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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等具体要求。养老金第三支柱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养老金问题的核心不仅是社会保障问题，更是金融问题。

2018 年 4 月 12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 号）（以下简称“22 号文”），

决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福建省（含厦门市）、上海市和苏州工

业园区率先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

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体制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对于我国加快构建

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深远意义。大力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

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其中，商业银行应围绕养老金第三支柱

做好制度研究和准备。 

一、商业银行在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中应承担更多职责 

养老金第三支柱是由国家提供税收优惠，完全由个人主导，自愿

参与，不受雇主影响的自愿储蓄计划。具体而言，个人根据政府缴费

和税收规定将税前收入的一部分，持续转入其开立的个人商业养老资

金账户，自主决定资产配置以获取持续的保值增值，当达到退休年龄

或触发其他领取条件后从账户领取，以分配收益来支付退休后开支。 

“22号文”明确了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试点工作以及未来模式。

一是试点期间实行“产品制”。“对试点地区个人通过个人商业养老

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一定标准

内税前扣除”；二是在试点期过后实行“账户制”。“个人商业养老

资金账户是由纳税人指定的、用于归集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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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以及资金领取等的商业银行个人专用账户。该账户封闭运行，与

居民身份证件绑定，具有唯一性”。“试点结束后，根据试点情況，

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将公募基金等产品纳入个人商

业养老资金账户投资范围。” 

由此可见，养老金第三支柱的业务流程主要涉及个人商业养老资

金账户开立、养老金缴存、产品投资以及养老金待遇领取等流程，也

就是说该账户是个人参加养老金第三支柱、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

唯一载体。对照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职责，一方面，账户管理是商业

银行的天然职责，商业银行是账户管理的专业化机构，在账户和资金

管理领域有着完善的业务运营机制和严格的操作规范；另一方面，经

过多年发展，商业银行与基金、保险等行业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代销、

直销业务体系，在产品销售、资金清算等方面都拥有健全、可靠的系

统，能够为个人实现多样化的产品选择提供服务支撑。 

基于此，商业银行可以在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中主动承担更多职

责，并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围绕账户管理、产品销售做好制度设计，

使之符合业务发展的需求，并为居民参保、业务监管提供便利。 

二、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如前所述，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聚合了账户管理、资产管理、

转移、支付、合格投资产品平台等多种功能，是养老金第三支柱 重

要的载体与核心之一。商业银行在相关账户设计中应注意遵循如下原

则： 

应注重账户运行的四个方面。第一，为了获得监管部门准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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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必须满足资本实力、服务能力、技术支持等多方面经营要求，

同时也要完成系统准备等相关工作，对于税延养老金融产品，商业银

行还应主动接受监管机构审核，不能让未经许可的税延金融产品流入

市场；第二，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在开户、转账、交易等环节设计

上，应从普惠角度进行制度安排，以便于业务推广：第三，账户应对

接国家层面搭建的第三支柱信息平台，确保国家相关部委、金融监管

部门能够实时掌握相关金融产品运营情况、参保人权益信息等，为养

老金第三支柱的有效监管与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第四，商业银行开办

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业务应 大程度遵循既有业务规范，建议在现

有银行账户系统、产品销售系统上进行改造， 大限度节约养老金第

三支柱的实施成本，缩短实施周期，实现业务快速部署和推进。 

应有利于业务监管。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既是民生服务，也是金

融Ｍ务，涉及金融监管与社会保障两大领域。从金融监管角度，账户

设计应有助于防范业务风险，提高监管效能。例如，银保监会负责个

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相关的资金交易与金融产品监管，商业银行应同

步将账户信息、产品投资信息、产品运营情況等向机关机构报送，以

便于监管机构即时掌握账户使用人信息、账户管理情况，并监控金融

产品运营风险等，从而有助于保障第三支柱业务的金融服务运营安全。

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账户设计应有助于为业务的宏观监控。商业银

行应将养老金第三支柱相关的人员参加情况、账户开立情況、缴费信

息、待遇领取安排、参保人金融产品持有情况、产品投资和运营情况

等及时报送人社部门，便于人社部门对信息进行集中汇总管理，掌握



                                               本期重点关注 

 54 

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参与情况、业务体量、产品投资分布等，从而有

助于对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的整体监控，为社会保障政策优化提供依

据。 

应为参保人提供更多个人选择权和充分知情权。从发达国家实施

经验和我国第三支柱业务设计来看，个人在参加养老金第三支柱时有

自由选择合适税延养老金融产品，并随时了解自己名下投资的所有金

融产品，这也是有效提升个人参保积极性，推动业务发展壮大的关键

因素，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账户使这一思路成为可能。一方面，在支持

个人产品多样化选择权上，基于在代销、直销等业务场景下已经建立

起成熟的产品销售（或代理销售）体系，商业银行可以为个人提供包

括基金、保险、理财、储蓄等多种类型的税延养老金融产品，为参保

人自主选择，并提供相应的投资顾问服务。对于参保人同意由商业银

行代为制定缺省投资计划的，商业银行在取得参保人的授权后，也可

以代为在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中设置缺省投资计划：另一方面，在

保障个人知情权上，商业银行依托庞大的线上线下渠道服务网络，可

随时随地为参保人提供其名下账户内的各类型产品选择和投资情况

的明细信息查询服务，对商业银行为参保人代理完成产品购买的，应

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充分履行对参保人的告知义务。 

应明确账户的专属法律地位。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需遵循唯一

性与封闭性原则，即每个人只允许在一家商业银行开立一个养老金账

户．参保资金除死亡、重疾、出国定居等特殊情况，只能在退休时领

取，且只能由商业银行转至个人社保卡绑定的银行账户，个人无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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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直接支取资金；另外，账户需支持线上单笔和批量开户、同行和

跨行资金转入等金融功能，在账户余额和资金转入转出限额上，需根

据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进行相应设置。目前，我国现行结算账户按照

Ⅰ、Ⅱ、Ⅲ类账户分类管理，在开户方式、开户数量、金融功能、交

易限制、余额管理等方面，均无法完全满足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

运营需要。因此，应明确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专属法律地位，按

照专用账户的模式对该账户进行监督和管理，以保障养老金第三支柱

业务的顺利开展。 

应在账户功能上满足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开展的需要。为支持第

三支柱养老金业务全生命流程的运作，在账户功能设计上，商业银行

应当对照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流程，从满足业务幵展需要、便于参保

人使用角度出发，实现账户开立、缴存、产品投资、支取、税务处理、

信息查询和报送等账户功能。具体而言，在账户管理上满足账户开立、

账户转移、账户销户等需要；在养老金缴存上支持定期缴费和超额缴

存：在产品投资上支持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要求的养老金融产品；在资

金结算上清算与划转：在支取上支持定期领取和代缴个税；支持客户

对其个人名下投资的所有金融产品情况的查询：支持账户信息、资金

信息、权益信息、税务信息的报送等。 

三、应围绕合格税延养老金融产品的发行和运营做好准备 

从第三支柱养老金业务推动的实际需求考虑，第三支柱养老金合

格个人税延养老金融产品应遵照现行金融产品在产品大类、创设发行

等规定发行和销售，是在目前产品制度框架内（如“资管新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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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管理条例》等制度）对产品分类的细化，而非创新。因此，个人税

收递延养老金融产品相关管理办法应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 

应坚持金融产品的实质属性。个人税收递延养老金融产品不是单

一产品，而是具有养老金特征、能够满足个人居民养老资产储备需要，

能够享受个人税收递延政策的一类金融产品的总称。因此，个人税收

递延养老金融产品必须按照产品业务实质属性，遵守对应相关金融产

品的监管制度，由相应金融监管部门根据产品类型进行功能监管。 

应坚持使用专用账户进行产品投资。为杜绝在产品投资过程中因

个人税收递延政策而产生新风险，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必须通

过个人税收递延专用账户进行产品投资操作，以“专用账户”为基本

单位承接税收优惠政策，在前端缴费环节实现税延的公平处理，账户

中资金可以自主投向个人合适的产品类型，从而把个人税收递延优惠

政策落实到每位金融消费者，避免因为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小部分

“产品”上，而产生新的监管套利和不公平竞争。 

应坚持并强化产品的养老属性。个人税延养老金融产品经营的是

参保人的养老金资产，应坚持并凸显个人税延养老金融产品的长期、

稳健属性。一是要明晰分类，金融机构创设个人税收递延养老金融产

品，应明确产品的分类，并遵照相应金融监管部门对该产品的监管规

定，不得利用个人税收递延养老金融产品进行监管套利与不当创新。

二是要长期经营，个人税收递延养老金融产品应覆盖个人客户全生命

周期，并根据不同年龄段客户的投资需求进行差异化的资产配置。就

商业银行来讲，应当基于养老金第三支柱业务的本质要求，从客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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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的资产配置需要出发，强化银行体系储蓄类产品、理财类产品的

养老属性创新力度，在产品期限、产品利率等方面进行专属化设计。 

应加强产品的发行和运营监管。养老金资产关乎个人长期养老保

障水平，应在确保资产安全性的基础上实现保值増值。因此，税延养

老金融产品作为养老金资产的投资标的，对其创设发行和日常运营均

应进行有效监管。具体而言，在产品发行层面，应由持有金融牌照的

金融机构根据相应的监管规定依法发行：在产品运营层面，应由符合

业务开办资质的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提供个人税延

养老金融产品的认购、申购、赎回、转换等交易类服务；金融机构发

行和销售个人税收递延金融产品时，还应当在充分尊重金融消费者投

资选择权的基础上，加强消费者产品投资的适当性管理，向消费者销

售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的个人税收递延金融产

品。涉及账户、产品、税收等环节的，应根据监管部门的具体监管职

责．分别由“一行两会”、财政部、人社部以及税务机关等监管部门

对各环节实施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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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养老金融观点集萃栏目是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或研

究员就养老金融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的文章摘录，旨在分享观点、探

究问题、启发思维、推动创新、促进交流。本期我们选编了由中国养

老金融50人论坛编著的《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8》中，由施嘉芙

独著的《美国养老金资产管理经验借鉴与启示》，由王彦杰、陈则玮、

胡俊英合著的《加拿大养老金资产管理经验借鉴与启示》两篇文章。

欢迎大家向本栏目投稿。 

施嘉芙：美国养老金资产管理经验借鉴与启示
①
 

 

施嘉芙：信安金融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信安国际首席运营官 

                                                
本文摘自《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8）》第 256-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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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否能为养老金改革提供积极的环境，这一点所受到的政治

审查历来超多了大部分其他公共政策。如今，不少国家面临着人口寿

命延长、工作性质变化以及老龄人口中不平等差距的扩大等现状，很

多政府都背负着长期养老金改革的压力。在国家应对养老金改革挑战

之际，应牢记 有价值的经验通常源于对全球养老金制度设计的理解。

尽管没有单一的制度或方法能提供完美解决方案，但在美国不断发展

的制度中有很多可借鉴之处，而截至 2017 年年底，美国退休金总资

产约达 27.9 万亿美元。 

一、美国养老金体系构成和制度设计 

美国养老金制度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

障收入，第二支柱是雇主发起的养老金计划，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和

投资计划，它们定义了美国养老金制度的“三条腿的板凳”。美国多

支柱制度特征在于其是一种税务支持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同时向

雇员提供有力激励，鼓励他们通过雇主发起的工作场所养老计划和个

人退休账户来自行储蓄。自 1935 年建立第一支柱以来，美国制度已

成为养老金计划设计的一个范本。 

（一）美国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概况和挑战 

1. 美国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概况 

1935 年，在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推动下，美国建立了养老金制

度的第一支柱，资金来自雇员及其雇主缴纳的工资税。截至 2018 年

1月4日，针对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税率各为6.2%，或合计为12.4%，

工资基数上限是 128,400 美元。缴纳到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中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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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一起管理，并支付给约 6900 万个人。 

美国第一支柱社会保障具体包括三个计划：老年和遗属保险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简称 OASI）、伤残保险

（Disability Insurance，简称 DI）和补充性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简称 SSI）。在这三个计划中，建立于 1935 年的老

年和遗属保险旨在向合格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退休和遗属福利，

是与养老计划 相关的设计。然而，在考察该支柱的可持续性时发现，

很多人将 OASI 和 DI 结合起来，以获得一笔合并的“OASDI”——老

年、遗属和伤残信托基金储备金。 

在 2017 财年，OASDI 信托基金总收入（含利息）为 9970 亿美元，

其中包括净工资税 8740 亿美元、福利税 380 亿美元外加 850 亿美元

利息。同年，信托基金储备资产按有效年利率 3%赚取利息，而该利率

自 1984 年 11.6%的水平一直逐年稳步下降。同年，OASDI 信托基金总

支出逾 9520 亿美元，其中，9410 亿美元为社会保障福利，支付给约

6200 万名受益人。2017 年当年收支盈余为 450 亿美元。 

2. 美国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挑战 

尽管 2017 年资产盈余，但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之际，美

国第一支柱社会保障正变得不堪重负。2017 年，其资产增加 1.6%，

负债增加 1.8%。负债增长是由于 OASI 受益人数增长了 2.3%，向退休

者和遗属支付的福利随之增加。 

考察总的 OASI 信托基金准备金(含利息收入)后发现，信托基金

资产 2017 全年仍高于负债，这意味着信托基金资产将继续增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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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起，费用将超过总收入，且自此储备金稳步下降，直至 2034

年枯竭。考查 OASI 和 DI 合并基金准备金后发现，因现行法律对各计

划的定期应付福利有所规定，储备金枯竭时间不同，DI 于 2032 年枯

竭，OASI 于 2034 年枯竭，OASDI 信托基金于 2034 年耗尽，而且到

2091 年，收入将降至计划费用的 79%（详见图 1）。 

 
图 1  老年和遗属保险信托基金（OASDI）储备金耗尽走势一览 

 

美国总的养老金替代率为 87.7%，其中 49.1%来自第一支柱，38.6%

来自第二支柱。第一支柱维持着 49.1%净替代率，这是美国退休制度

的基础，是退休者收入的 大构成部分，对低工资收入者而言尤为如

此。如前所述，让 OASI 制度维持下去压力倍增的原因，在于人口老

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 OASI 受益人数的增多。据预测到 2050 年，每

百人中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数将从 25 人增至 40 人。除了本已吃紧的

体系之外，OASI 受益人增加 15%，伴以下降的出生率，直接威胁到目

前由美国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提供的 49.1%的净替代率。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计划需要提高社会保障工资税，减少给付（可

包括上调退休年龄），或两者相结合。例如，如果工资税立即提高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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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雇主各承担 1.42%，政府即能向达到退休年龄的个人支付目前福

利组合，至少能持续到 2091 年。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也可通

过上调合格退休年龄（目前获得全额给付需达到 67 岁）或提高高龄

劳动者的就业率来解决。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助于增加缴费期，同时缩

短福利支付期。 

尽管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延长缴费期，减少福利支付期，对于改善

第一支柱充足性而言是个双赢，但从政治角度看，这一解决方案通常

不受欢迎。因此，顺应人口趋势，更可行的选择可能是提高高龄劳动

者就业率。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高龄劳动者就业率本就整体偏高。

而过去的 16 年中，美国 55 到 64 岁人口的就业率已从 58%升至 62%。

随着政府、雇主和养老金提供者寻求提高老龄人口就业率之道，灵活

退休的理念变得愈加重要。鉴于提供灵活时间安排的雇主不到 40%，

且近三分之一的老龄劳动者认为自己属于被迫退休，养老金改革相关

讨论便有契机重启，在其中纳入提升老龄劳动者就业率的规定。在长

寿趋势、工作轨迹更加多元化以及自主需求提升的背景下，这种讨论

变得日益重要。 

（二）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制度概况和经验 

1. 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制度概况 

美国的第二支柱养老金主要指雇主发起的自愿性私人养老金计

划，用以补充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收入，目前占美国 87.7%的养老金

净替代率中的 38.6%。它由两种主要计划类型组成，即待遇确定型计

划和缴费确定型计划。待遇确定型计划被普遍称为传统养老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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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基于雇员工作年限和工资缴费，雇员退休后，这些计划向其给付

固定或确定的待遇，所有投资决策由待遇确定型计划发起人处理，这

些计划对所承诺的债务比较敏感，截至 2017 年底约有 3.6 万亿美元

无资金积累的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计划已经遇冷 

作为替代，缴费确定型计划出现增长势头。缴费确定型计划由雇

员或者雇主和雇员一起向退休计划缴纳确定金额。该计划的结构使每

名雇员得以评估自身情况，从而决定满足自身目标替代率的适宜储蓄

率。 

截至 2017 年底，雇主发起的自愿性私人养老金计划向美国退休

资产缴费细分如下：7.7 万亿美元来自缴费确定型计划，4.3 万亿美

元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待遇确定型计划，3.1 万亿美元来自私人部门待

遇确定型计划，1.7 万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计划。总体来看，美国待

遇确定型计划自 1986 年以来大多在逐年下降，缴费确定型计划则呈

现出上升的趋势，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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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待遇确定型计划下降，而缴费确定型计划增长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ee Benefits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rivate Pension Plan Bulletin Historical Tables and 

Graphs, 1975-2015。 

缴费确定型计划的增加带来一个明显的额外好处，即计划福利的

灵活性，这已成为雇主的一项竞争优势。如今缴费确定型计划被视为

吸引并留住有才能雇员的一种工具，因此成为美国劳动市场上的“必

备品”，70%以上的拥有 250 名及以上数量雇员的公司提供缴费确定

型计划，该比例随雇员人数增加而增加，在拥有逾 1000 名雇员的公

司中，该比例达 95%，如图 3 所示。在选择不提供缴费确定型计划的

雇主中，所列原因包括信托责任和与计划管理相关的负担。但数据显

示，大量公司正意识到，吸引并留住人才以及对公司和企业主的税收

利益远超潜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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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雇主发起的自愿性缴费确定型计划是“必备品”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s of U.S. Businesses, 2013, RRI 

projections to 2015。 

截至 2017 年 3 月，70%的美国劳动者都享有雇主发起的计划，其

中 54%的人完成了缴费，这一比例多年来保持稳定。尽管 70%代表相

当大一部分美国劳动人口，但30%的缺口仍然凸显了第二支柱的不足。

目前，只有正式受雇（通常是全职）的国民劳动者（且通常受雇于大

雇主）可获得雇主发起的福利。对于正式受雇于不足 250 名雇员的公

司的人来说，仅有勉强超过 60%的人能够享有计划。调查中，91%的小

企业（雇员人数在 25-99 人）将成本和复杂性列为不提供计划的原因，

这表明，针对目前存在 401（k）计划启动费的小企业，迫切需要加强

税收减免退还，以作为鼓励更多小企业设立计划的一种方式。再次反

观第一支柱仅为“每位”劳动者提供 49.1%的替代收入这一事实时，

这一需求愈加凸显，从此角度而言，无论雇主规模大小，一般劳动者

和高收入劳动者对于获取雇主发起的计划的需求都在增加。 

就充足性来说，第二支柱另一饱受争议的限制是雇员可从其工资

中向 401（k）计划递延的 高金额，2018 年的上限是 18,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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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力变化趋势，特别是非标准工作和自雇者人数的增加，外加

高工资收入者的另类投资选项需求，美国养老金体系第三支柱的重要

性和资产也不断增加。 

2. 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制度的发展经验 

就净替代率而言，OECD 预测，如果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向私

人养老金计划缴费 9%，目前 49.1%的净替代率可提高到 87%。尽管这

一统计数字令人鼓舞，但我们还需要仔细审视。首先，其假设连续工

作 47 年，而人们工作喜好不断变化且灵活，连续工作 47 年非常少

见。其次，其假设缴费率为 9%，而数据显示一般 401（k）计划参加

者储蓄额仅为工资的 6.1%到 7.0%。由于工作性质和轨迹变化，加之

目前缴费率，在讨论对自愿性私人养老金计划缴费时，专注于逐步提

高比例可能比专注于大幅度提高比例更实际。 

（1）加强匹配缴费的激励 

在激烈竞争的时代，在雇主尤其是大公司（95%提供缴费确定型

计划）中，计划发起人承认仅提供缴费确定型计划还不够，他们已经

开始加强计划。加强缴费确定型计划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 常见方法

是增加雇主配套福利。2011 年，雇主平均缴纳雇员工资的 2.5%，而

截至 2016 年底，这一数字已经提升到 4.6%。同时， 常见的雇主匹

配缴费方式是，对前 6%的缴费采取每 1 美元配套缴纳 0.5 美元，占

全部计划的 41.3%，按每个工资结算期匹配缴费；其次是每 1 美元匹

配缴费 1 美元，占全部计划的 31.8%。 

（2）自动加入和自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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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确定型计划具有自愿性，本身也该由个人为自身的退休负更

多责任。有一个被验证能够提高雇员参加率的方法是，预先设定一个

从工资扣除的比例，将雇员自动加入雇主发起的计划中。自动加入作

为一个改善退休结果的关键策略，广为人知。事实上，该方法已被证

明能将参与率提高 23.5%。此外，自动提高功能又增加了雇员向缴费

确定型计划中递延工资的金额， 常见的是每年提高 1%。  

（3）理财素养 

缴费后，参加者必须做出投资决策。为了做出恰当的投资选择，

雇主、政府和长期储蓄提供者必须倾注于能帮参加者实现 高收益的

方案。这意味着投资选择要多元化，至少应包括境内和境外投资选择，

匹配风险容忍度的各种投资工具以及基于预期退休日期而让参加者

实现投资目标的选择。此外，鉴于多数缴费确定型计划由参加者主导，

94.8%的配置决策由参加者做出，参加者应具备适宜的资源、信息和

选择，从而有望达成目标替代率。 

（三）美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概况 

美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指的是个人储蓄和投资计划。对于没有

获得雇主发起类计划或需要补充其退休收入的个人，个人储蓄和投资

在实现退休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个人储蓄支柱中 常见的工

具可以分成两类：税优工具和非税优工具。  

1. 税优工具 

在税优工具中，个人可以选择在年金、现金价值人寿保险和个人

退休账户（IRAs）等工具中储蓄额外资金。提供的税收利益为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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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劳动者提供了激励，为他们自己的退休承担责任，同时也为高工

资收入者在第二支柱中递延限额之外的缴费提供了一种方式。 

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简称 IRAs)

是一种重要的税优工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长为美国养老金体

系的 大支柱，其诞生和发展顺应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经济结构

转型的大趋势，扩大了美国养老储蓄计划的覆盖面，降低了政府养老

负担，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发展，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提升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IRAs 有三种主要形式： 

（1）传统型个人退休账户（Traditional IRAs） 

传统型是个人退休账户中 主要的类型。1974 年，美国国会颁布

《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首次提出了 IRAs 概念，一则鼓

励没有被雇主养老金计划覆盖的雇员通过私人金融机构建立税收递

延的退休储蓄账户；二则准许退休人员和变换工作的雇员把其以前积

累的雇主养老金计划资产转存至该账户，以便于继续积累退休储蓄资

产。 

在传统型 IRAs 中，个人可以依据收入情况，决定存入此账户的

缴费全部或部分在当前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缴费金额和投资收益可

延期缴税。由于雇员退休时的税率等级较低，IRAs 享有延迟纳税和低

税率的双重优惠。传统型 IRAs 可由个人单独设立，也可由企业代为

设立，但必须由个人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金融机构管理账户。 

个人可以随时取出账户中的缴费，但需要注意的是， 佳提取时

期介于 59 岁半与 70 岁半之间。倘若在 59 岁半之前提取，要为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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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额外缴纳 10%的税金，而若在 70 岁半之后提取，则需要额外缴

纳高达 50%的税金。 

（2）雇主发起型个人退休账户（employer-sponsored） 

小企业常常不愿意提供雇主养老金计划：一是企业盈利不确定或

太低；二是发起、管理费用较高，监管规则较为复杂。为鼓励小企业

为雇员提供退休养老金计划，1978 年国会通过《税收法案》提出一种

简化个人退休账户，适用于任何规模的企业，但更有利于小企业。1996

年《小企业工作保护法案》创建的“储蓄激励匹配计划”是专门针对

不足 100 个雇员的小企业而设立的个人退休账户。对于雇主发起的

IRAs，雇主必须进行匹配缴费且缴费立即属于雇员所有，不附带任何

条件和时间表。此举简化了监管程序，降低了退休账户的管理成本。 

雇主发起型IRAs包括三类，一是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简称 SEP IRAs，仅由雇主缴费，缴费上限取自雇员薪酬的 25%和 5.5

万美金孰低；二是 Salary Reduction 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Plan，简称 SAR-SEP IRAs，此类个人账户为 SEP IRAs 的一种，雇员

可以选择让雇主将缴费缴入个人养老账户或是设立在雇主 SARSEP 名

下的年金账户，但在 1996 年之后不再新设；三是 Saving Incentive 

Match Plan for Employees，即 SIMPLE IRAs，与 SEP IRAs 仅由雇

主缴费不同的是，SIMPLE IRAs 还允许雇员自己缴费，其中雇主缴费

的上限或是雇员薪酬的 3%，或是人人均等的 2%；而雇员缴费上限则

是 1.25 万美金（50 岁以上为 1.55 万美金）。 

（3）罗斯型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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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税赋缓解法案》创立了罗斯 IRAs，以税后收入缴费，

但投资收益在取现时免税。纳税人收入必须低于一定的限额才能建立

罗斯 IRAs，年度缴费限额与传统型 IRAs 账户一致。同时，罗斯 IRAs

对年龄超过 50 岁的参与者建立了“追缴机制”，但是在年龄超过 70.5

岁之后还可继续缴费。其它类型 IRAs 持有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

可将其账户的部分或全部资产转移至罗斯 IRAs，转存额一般按照当

前收入进行缴税。罗斯 IRAs 一经推出就获得巨大成功，在其实施的

第一年（1998 年），年度缴费总额达到了 86 亿美元，当年传统型 IRAs

拥有者向罗斯 IRAs 账户转移了 393 亿美元资产。 

与传统 IRAs 相比，罗斯 IRAs 更加灵活，一方面是可以提前支取

已缴金额，并无需缴纳惩罚性的税金（但 59 岁半之前提取账户中的

投资收益时，则大多时候需要缴纳 10%税金），另一方面则是没有 70

岁半的年龄上限，人们在退休后依旧可以继续向账户中缴费，享受税

优待遇。 

截至 2017 年底，美国近 4400 百万家庭拥有私人养老金，其中

27.8%选择传统 IRAs，19.7%选择罗斯 IRAs，13.9%同时拥有传统 IRAs

和罗斯 IRAs，而雇主发起型 IRAs 占比为 6%。 

2. 非税优工具 

除了这些选择，银行账户和证券也可以作为非税优个人储蓄和投

资的方式。图 4 显示了截至 2017 年第三季度第三支柱资产的分配，

个人退休账户持有全部税优资产中的多数，股票和债券占据多数非税

优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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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三支柱资产按规模大小排序 

 

二、美国养老金资产管理 

（一）美国第一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 

OASDI 信托基金由美国财政部管理。自该计划起步以来，信托基

金持有的所有证券均由美国联邦政府发行。证券分两大类：特殊发行

类证券，即仅提供给信托基金的证券和可上市交易的公开发行类证券，

2016 年底至 2018 年间的 OASDI 信托基金资产投资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老年、遗属和伤残信托基金所持有的投资情况（2016 年末至 2018 年） 

年份* 

所投金额 (单位：千美元) 

总计 
特殊发行类证券 公开发行类证

券 债券 公债 

2016 
$2,847,886,5

10  
$2,789,066,198  $58,820,312  $0  

2017 
$2,891,991,9

68  
$2,828,799,728  $63,192,240  $0  

*所显示的到期年份为加权平均年份。 

 

（二）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 

1. 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资产积累情况 



                                               养老金融观点集萃 

 72 

在美国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中，401（k）计划是 常见的类别。

截至 2017 年底，已近 5.3 万亿美元，在整个 7.7 万亿美元缴费确定

型计划市场中，占比 69%。2017 年 401(k)计划前 10 大计划供应商（按

计划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7 年 401(k)计划重要供应商一览（按资产计） 

资料来源：2017 年 PLANSPONSOR 记录管理调查。 
 

2. 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资产投资运作流程和投资工具选择 

美国养老金雇主除了要确定资格要求和缴费结构外，还需选择对

参与者而言可行的投资选项。因此，建议雇主备有投资政策指南，就

某特定计划内向雇员提供的投资产品的选择、监测和适当性加以指导。

这些指导方针应能体现 1974 年为保护参与者利益而设计制定的《雇

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的行为准则。鉴于与计划设计相关的受托风险，

许多雇主会与财务顾问和第三方计划供应商（常为金融服务公司）合

作来提供投资选项，降低专业知识有限所带来的风险。在美国，这种

合作模式很常见，是第二支柱模式的根基。这种合作模式下，发起计

划的雇主会针对不同计划供应商设置相应的投资程序。 

供应商 
缴费确定型计划总资产 (单位：百万美

元) 

Fidelity Investments $1,629,337 

TIAA $465,184 

Vanguard $443,874 

Empower Retirement $443,114 

Voya Financial $312,783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262,802 

Wells Fargo $227,800 

Transamerica $206,780 

Conduent LLC $195,539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19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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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一半以上的 401（k）计划，即近 2.6 万亿美元投资于

共同基金。目前这个数字已近 3.5 万亿美元。位列其次的投向是集合

投资信托基金（CITs），集合投资信托基金因成本优势而渐受欢迎，

2016 年约为 9690 亿美元，占 401（k）计划资产的 20%。截至 2016 年

底，共同基金和集合投资信托加起来占 401（k）计划总资产的 74%以

上，如图 5 所示。截至目前，共同基金凭借其多元化、专业化和流动

性的优势，仍然主导 401（k）市场，吸引着广大投资者。 

 

 
图 5 401（k）资产的投资结构 

 

共同基金包括三大类：股票、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基金。每个计

划供应商提供的基金数量可能有所不同，但会涵盖这三类常见产品。

关键是投资基金都有各自的投资目标、管理风格、风险水平和费用—

—所有这些要素皆由基金经理来确定。 

截至 2017 年底，所有计划提供的投资基金平均数量为 19 个，该

数量自 2011 年以来保持稳定，401(k)计划提供的投资基金类型所占

百分比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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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01(k)计划内适用的投资基金类别，全部计划规模 

基金类型 
1 至

49 

50 至

199 

200 至

999 

1000 至

4999 
5000+ 

全部

计划 

股票-指数化，国内 80.4% 89.5% 87.8% 85.2% 93.1% 87.3% 

股票-主动管理，国内 82.6% 81.6% 85.7% 92.6% 82.8% 85.3% 

股票-主动管理，国际

/全球 
73.9% 81.6% 89.8% 87.0% 84.5% 83.7% 

债券-主动管理，国内 65.2% 78.9% 87.8% 85.2% 75.9% 78.8% 

目标退休日期/生命周

期基金 
54.3% 71.1% 67.3% 88.9% 79.3% 73.1% 

稳定价值基金 47.8% 57.9% 69.4% 77.8% 77.6% 67.3% 

股票-指数化，国际/

全球 
47.8% 39.5% 40.8% 46.3% 58.6% 47.3% 

债券-指数化，国内 32.6% 36.8% 42.9% 51.9% 60.3% 46.1% 

平衡基金/资产配置 47.8% 55.3% 49.0% 35.2% 43.1% 45.3% 

新兴市场 39.1% 60.5% 61.2% 37.0% 34.5% 45.3% 

现金等价物（存单/货

币市场） 
41.3% 50.0% 44.9% 50.0% 36.2% 44.1% 

房地产基金 50.0% 50.0% 40.8% 33.3% 19.0% 37.1% 

抗通胀美国国债 26.1% 36.8% 32.7% 27.8% 32.8% 31.0% 

债券，国际 28.3% 28.9% 34.7% 22.2% 12.1% 24.5% 

自行管理的经纪窗口 19.6% 21.1% 16.3% 25.9% 36.2% 24.5% 

公司股票 0.0% 5.3% 6.1% 22.2% 48.3% 18.4% 

板块基金（房地产除

外） 
26.1% 18.4% 20.4% 14.8% 3.4% 15.9% 

其他 8.7% 13.2% 10.2% 13.0% 15.5% 12.2% 

目标风险/生命周期基

金 
8.7% 15.8% 8.2% 7.4% 6.9% 9.0% 

另类资产类别 8.7% 5.3% 12.2% 9.3% 5.2% 8.2% 

ESG（社会责任） 0.0% 2.6% 2.0% 1.9% 5.2% 2.4% 

资料来源：PSCA’s 60th Annual Survey of Profit Sharing and 401(k) plans 
 

具体而言，美国 3.5 万亿美元的 401（k）资产配置情况如图 6 所

示，可看出，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其中 43.7%为国内股票，16.3%

为全球股票，其次为混合类 27.3%，债券 10.2%，货币市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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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01K 共同基金资产配置（截至 2017 年底） 

 

股票占比突出，突显与缴费确定型计划相关各风险类型间的重要

区别。如前所述，与养老金计划设计相关的受托风险，包括提供适宜

的投资选项，是雇主即计划发起人的责任所在，但单个计划中的风险

管理属于参与者的责任。 

参与者可通过资产配置法减轻风险，即根据年龄、风险承受度以

及他们是否有其他退休资产，在三大资产类别（股票、固定收益和现

金/现金等价物）间配置投资。资产配置策略通常分三类：积型类、

稳健型或保守型。积极型配置策略特点在于高风险容忍度，该类型的

参与者主要投资于股票和股票基金。稳健配置策略属于平衡法，通常

40%-60%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其余投资于固定收益工具。而保守法强

调资本保全，因此现金/现金等价物的权重很大。 

一旦参与者决定投资某资产类别，就必须决定投资该资产类别内

的何种基金。与资产配置策略不同，基金多元化的 佳方法没有相关

债券 
10.2
% 

货币市
场 2.5% 

国内股票 
43.7% 

混合类
* 
27.3

全球股票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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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相反，关键在于识别出能代表市场细分的基金。这可通过对行

业、公司规模、国内与国际的多样化来加以实现，或选择指数基金，

指数基金因将所含基金合并而具有内在多样性。而就提供合适投资的

计划发起人来说，拥有各类基金很重要，因为它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

多样化投资机会，经证明，这可降低风险并增加了生成有利回报的可

能性。 

1. 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资产投资收益情况 

关于特定资产类别的回报率，表4给出了相较于基准的12个月、

3 年、5 年、10 年和 20 年期的一般板块回报率。下表基准为权益投

资的共同基准“标普 500”和固定收益投资的共同基准“彭博巴克莱

综合国库指数”。此外，利用通胀率来对比板块收益与整体经济。就

下表来说，重要点在于，“平均（板块）投资者”跑输不一定反映基金

本身业绩不佳，而是反映出投资者行为，多数人投资基于情绪，这样

不能做出明智的长期投资决策。 

表 4 一般板块回报率对比 

 
一般股票

基金投资

者  (%) 

一般固定

收益基金

投资者 

(%) 

一般资产

配置基金

投资者(%) 

通胀率(%) 
标普

500(%) 

彭博巴克莱综

合国库指数 

(%) 
20 年期 5.29 0.44 2.58 2.15 7.20 4.6 
10 年期

year 

4.88 0.48 2.52 1.64 8.50 3.31 
5 年期

year 

10.93 -0.40 5.41 1.48 15.79 1.27 
3 年期

year 

8.12 -0.05 3.85 1.71 11.41 1.40 
12 个月

month 

20.64 1.52 10.08 2.11 21.83 2.31 
注：回报率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料来源：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vestor Behavior, 2018. DALBAR, 

Incorporated. Rate of return data as of 31 December 2018. 
 

401（k）计划中高比例的共同基金可追溯至 2006 年《养老金保

障法》（PPA），该法律由国会制定，旨在解决对养老金负债加以担保



                                               养老金融观点集萃 

 77 

的资产的加剧不足问题。 但是，对于计划发起人和个人，也许 主

要的立法是自动计划设计特征。了解到参加者通常不具备做出合理投

资决策所需知识，这些特征旨在鼓励参与者获得更好退休收入，同时

为遵循法律规则的计划发起人建立了安全港身份。结果就是，这些计

划特征突出了惰性的力量以及安全带行为经济学，从而提高替代率。

自动性集中于三个主要领域：自动加入、自动配置和自动增加递延，

鼓励计划发起人以帮助参加者什么也不用做的自助方式设计401（k）

计划。由于雇主发起的缴费确定型计划，特别是 401（k）计划已经成

为个人退休储蓄的主要来源，变更这些法规对计划设计有显著影响。 

案例：目标日期基⾦的增长：余额、优势和易于使用 

自 动 加 ⼊ 是 建 立 ⼀ 种 合 格 自 动 缴 费 安 排 ， 被 称 为 QACA （ qualified automatic 

contribution arrangement），会自动纳⼊没有主动参加的合格雇员，并采用雇主制定的预

先确定的递延比率。为了符合劳⼯部的规定，这些安排必须遵循特殊规则，包括提供合格

默认投资选项（QDIA，qualified default investment alternative）应对自动配置。 

合格默认投资选项是雇员未能做出投资选择的情况下自动加⼊的投资⼯具。在 2006

年的《养老⾦保障法》之前，这些雇员通常被加⼊“安全的”投资⼯具，例如稳定价值基⾦，

这有助于降低风险，但是对达成⾜够的收⼊替代率来说帮助不⼤。因为《养老⾦保障法》

旨在让参加者获得更好的退休结果，且了解到多数个⼈不具备投资专门知识，合格默认投

资选项需要将⾜够收⼊替代率之需求与参加者对于自⾏管理其配置决策信⼼不⾜加以平

衡。 

找到平衡的⼀种⽅法是目标日期基⾦（TDFs）。目标日期基⾦旨在通过预先确定的资

产配置组合，令资产随时间推移⽽增长。恰如其名，这些基⾦针对⼀个目标日期进⾏管理，

不论是退休年龄（全部计划的 47.7%）或退休后（全部计划的 52.3%）。这些基⾦的吸引⼒

在于它们的设计，即通过某种资产配置策略在通往退休的过程中及退休后以⼀种能推动

⾜够的收⼊替代率的⽅式为参加者提供指导，同时基本⽆需参加者主动参与。 

尽管目标日期基⾦流⾏于缴费确定型计划是受到自动加⼊特征这⼀内在⾏为经济学

的支持，但是它们不同寻常的增长也归因于其为计划发起⼈和参加者提供极具吸引⼒的

优势，特别是涉及《养老⾦保障法》中的安全港规定。对于计划发起⼈来说，如果符合劳

⼯部的法规，目标日期基⾦有助于降低与信托责任相关的某些风险，降低对于参加者可能

不具备做出投资决策所需知识⽔平或理解能⼒的担⼼，并且潜在地增强 401（k）福利提

供⾜够退休收⼊的能⼒。⾄于对于参加者的益处，合格默认投资选项把可能让⼈感觉不知

所措的决策自动化，让参加者什么不用做即可选择不参与主动投资流程，并且帮助确保他

们的缴费针对长期退休储蓄目标进⾏投资。 

《养老⾦保障法》建立在⾏为经济学的基础上，外加期望降低计划发起⼈的信托风

险，由此激励公司把目标日期基⾦作为默认投资，反过来又增加了需求，打造了共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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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将目标日期基⾦加⼊其平台中这⼀激励措施。事实上，2006 到 2009 年，目标日期基

⾦资产增长超过⼀倍，提供目标日期基⾦的共同基⾦数量从 27 只猛增到 44 只*。更近的

统计数据显示，截⾄ 2016 年底，所有计划中，有 69.1%使用合格默认投资选项，最常见形

式为目标日期基⾦，占比 77.5%。其他合格默认投资选择⼯具包括平衡基⾦占 10.7%，专

业管理账户占 7.9%，或稳定价值基⾦占 3.8%**。 

 

*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ee Benefits Survey, Retirement Benefits, March 2017 

**来源：PSCA’s 60th Annual Survey of Profit Sharing and 401(k) plans 

2. 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资产投资监管方式 

当下美国体系中，养老金计划接受来自多方主体的监管。养老金

计划及投资产品，还有这些投资产品的分销商均受各种政府实体的各

种法规的约束。这些监管主体和监管法规通过履行受托责任来化解私

人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被不当管理和滥用这一担忧。  

在美国，支配雇员福利计划的结构、管理和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

是 1974 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和《国内税收法典》（IRC）。

劳工部（DOL）负责管理和执行《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而国内税务

局（IRS）负责管理和执行《国内税收法典》。除了这些主要的联邦法

律，为这些计划提供投资产品的公司也受各自的监管机构监管，包括

州保险监管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货监理署（OCC）等。 

从受托责任角度考察第二支柱时，有必要从税收待遇开始分析。

待遇确定型计划和缴费确定型计划均享有税收优惠，这意味着所有缴

费都享有税收递延，雇员无需为计划内的收入、股息或资本利得纳税，

直至其开始提款。在美国，所有税优养老金计划必须是完全积累型的，

对于这些计划如何进行资金积累、如何及持有何种计划资产，均有相

关规则。 

为了被视为能享有税收优惠，养老金计划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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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税收法典》中列出，由国内税务局进行管理、执行并解释。养

老金计划必须满足的要求广泛而详细，包括但不限于： 

• 参加和福利归属的 低资格标准； 

• 禁止取消或降低已获得的福利； 

• 为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筹集资金的 低标准； 

• 储蓄的“可携带性”规定，包括转到其他计划或个人退休账户； 

• 适用于福利分配选项和参加者选择的要求； 

• 对多数提前分配额外征收 10%的税，并禁止在雇佣关系终止前

从待遇确定型计划进行分配； 

• 要求 70 岁半之后开始一定额度的 低分配，由此限制通过分

配来递延税收直至死亡； 

• 限制有利于高收入雇员或某些企业主的可差别对待的详细规

则。 

违反任何税务优惠要求的计划可能丧失税优地位（潜在触发对雇

员立即征税，以及雇主丧失扣除）。执行工具包括国内税务局出于一

般税务目的对个人和企业纳税人进行检查（审计），以及对计划发起

人进行审计，着重于对计划资格规则的遵守情况。国内税务局所做审

计的部分依据在于对代表计划提交的 5500 表格年度报告和计划发起

人提交的纳税申报表所做的分析。 

养老金计划，即为雇员提供退休收入或导致收入递延直至终止雇

佣关系或之后的任何计划、基金或项目，适用 ERISA 法规。除了养老

金之外，《国内税收法典》定义的任何税优型利润分红或股票红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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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如《国内税收法典》所定义，通常被视为 ERISA 意义上的养老金

计划，与非税优递延薪酬安排一样。欲适用 ERISA，养老金计划必须

由雇主或雇员组织来保持，因此包括待遇确定型计划和缴费确定型计

划。 

劳工部(DOL)对于解释和执行 ERISA 中不属于税收优惠条件的要

求拥有监管管辖权。相反，ERISA 中的规则规定旨在保护加入雇主发

起类计划的参加者的利益。因此，ERISA 列出了计划发起人和其他受

托人必须满足的行为标准，同时也列出了民事执行规定，用于保护确

保要支付给有资格获得的参加者的计划资金。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 对于负责管理计划及其资金的人的更高行为标准  

• 排他利益规则，让计划受托人对计划参加者负有忠诚和谨慎义

务，通常在美国法律中被描述为 高标准  

• 在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顾问及其他具体当事方之间分配投资

和其他信托责任职责的规定； 

• 所有计划资产须以信托或信托同等方式遵循这一要求 

• 遵守计划规定的义务 

• 对于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的限制  

• 向联邦政府部门报告相关要求 

• 对参与雇员进行信息披露。 

劳工部(DOL)可通过计划审查和调查、提起诉讼或采取行政措施

来执行这些要求。ERISA 的民事执行和救济规定，包括调查计划以及

提起或参加对计划发起人和计划受托人的诉讼的权力，ERISA 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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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参加者提起诉讼以执行这些规定的权利。   

（三）美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 

1. 美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积累情况  

在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中，特别是税优资产，个人退休账户（IRAs）

为常见，截至 2017 年底，IRAs 占全部退休资产的 60%，达 9.2 万

亿美元。多数个人退休账户资产的累积来自 401（k）的转移，该特征

允许雇员在退休时或工作变动期间将雇主发起类计划中的资产转移

到传统的个人退休账户，同时保持税收递延的优惠。考虑到转移所占

据的主导地位，个人退休账户的投资结构 接近于 401（k）计划的投

资结构，个人退休账户重 48%的资产（约 4.3 万亿美元）被投资于共

同基金。个人退休账户其余 52%的资产的分配情况如图 7 所示。目前

个人退休账户的缴费上限为每年 5500 美元，对于 50 岁及以上年龄的

个人，为每年 6500 美元。 

 
图 7 个人退休账户（IRA）资产一览（按类型分，截至 2017 年底） 

注：* 经纪账户持有的证券不包括通过经济账户持有的共同基金资产，这些资产

含在共同基金中；**银行和储蓄存款包括 Keogh 存款；***人寿保险公司个人退

休账户资产是个人退休账户持有的年金，不含变额年金共同基金个人退休账户资

银行和储蓄存
款

6% 

人寿保险公
司***

5% 

共同基金  
48% 

其他资产* 
41% 

共同基金 其他资产* 银行和储蓄存款** 人寿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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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些资产含在共同基金中。 

资料来源：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The U.S. Retirement Market, 

Fourth Quarter 2017 
 

2. 美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监管方式 

国会在对美国养老金制度实施受托框架时认识到，由于雇主发起

型养老金计划具有非强制性，因此有些个人群体的雇主不会发起该计

划。为鼓励个人储蓄而设立了个人养老账户(IRAs)，旨在令那些自行

储蓄的个人能享受与那些参加雇主发起型计划的雇员相同的税优待

遇。与雇主发起型计划的规定相似，美国国税局实施主要监管监督，

并列出 IRAs 须满足的条件，以使 IRAs 有资格享有税优待遇，这些条

件亦反映出雇主发起型养老金计划的相关条件。 

虽然个人养老账户(IRAs)是第三支柱税优资产的 大来源，但政

府监管机构对用于养老金计划供资所用投资选项的运营事宜及如何

分销这些产品具有管辖权。例如，证券主要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证

券部门监管；州保险部门对保险产品的结构和销售有管辖权；同时，

银行受美国通货监理署以及州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 

实施联邦证券法的主要联邦监管机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SEC 为一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于 1934 年由国会创立，是证券市场

首家联邦监管机构。SEC主要职能在于监管证券市场中的组织和个人，

包括证券交易所、券商、经销商、投资顾问和各种投资基金。通过既

定的证券规章制度，SEC 促进市场信息的披露和共享、公平交易并防

范欺诈。它通过其全面的电子、数据收集、分析和检索（EDGAR）数据

库为投资者提供有价证券申请上市登记表、定期财务报告和其他证券



                                               养老金融观点集萃 

 83 

表格。不过，SEC 将其部分权力委托给“自律组织”（SROs），即各类

证券业协会。由 SROs 制定并执行交易和经纪业务标准。美国金融业

监管局（FINRA）是一家监管券商、分支机构和注册代理人的自律组

织。FINRA 监管股票、公司债券、证券期货和期权交易。所有不受其

他自律组织监管的证券交易公司必须是 FINRA 的成员公司。作为其监

管职责的一部分，FINRA 可定期对其所监管的机构实施监管检查。

FIRAR 还授权个人并允许公司进入该行业，制定规则来管理其行为，

检查他们是否合规，并经 SEC 批准对不遵守联邦证券法和 FINRA 规章

的注册代理人和成员公司进行处罚。它还向行业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和

资格考试。 

在美国，如果某保险产品被视为有价证券，根据证券法，这些产

品的销售也受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证券部门的监管，否则，保险产品

主要由各州及其保险部门监管。各州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律、法规和规

章来管理在本州有登记地址的保险公司的组织和许可事宜，并监督那

些寻求在该州获得销售许可或资格的人士。此外，州保险部门监督保

险公司的运营。一般来说，保险合同，如年金合同及修订必须向合同

销售地所在州备案并经该州批准。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的销售事宜由

各州监管，这些个人必须获得许可，以在他们经营地所在州销售各种

保险产品。 

后，银行和银行产品受美国通货监理署和州银行监管机构的监

督。向客户提供理财建议的银行雇员可能受联邦和州级保险机构和/

或联邦和州级证券机构监管，视他们所推荐的产品而定。美国联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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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保险公司保护消费者的资金，这些资金放置于投保的银行和储蓄协

会，用于投资特定类别产品。该保险涵盖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三、美国养老金资产管理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美国养老金资产管理趋势 

1974 年时，退休收入主要来源中，42%由政府即社会保障提供，

其次是自愿性养老金计划和退休工资，各占 22%，其余 14%由待遇确

定型计划提供。2030 年时，预计美国退休收入来源情况发生显著变

化。社会保障将仅占退休收入的 19%，而待遇确定型计划将仅占 5%。

同时，自愿性养老金计划资产占比将增至 36%，退休后工作获得的工

资将占退休收入的 40%，如图 8 所示。此转变证明，面对社会保障制

度压力吃紧以及待遇确定型计划下降，“新的个人责任时代”正在到

来。该图还凸显了正在出现的美国养老金体系中“退休后工作所获得

工资”的催化剂。 

 
图 8 个人正面临“新的个人责任时代” 

资料来源：EBRI and Cerulli Associates 
 

（二）美国养老金资产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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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支柱难以为继，亟待自愿性养老金储蓄作为补充 

如果固守陈规，第一支柱必定不可持续。在美国，约 97%的老年

人（60-89 岁）每月平均领取 1,360 美元的社会保障给付，也就是每

年刚刚超过 16,000 美元。老龄化社会的影响已经让美国政府提供的

保障很难实现完全充足水平。事实上，对于终生工作挣得平均工资并

且在 65 岁时退休的个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平均收入替代率

仅为 38%。这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现收现付（PAYGO）制度 52.9%

的平均替代率。 

但别忘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累进模式，对于整个职业生涯

收入较低的劳动者而言，收入替代率要高得多。尤其是收入排在倒数

20%的退休者，或者说退休前年收入约 12,500 美元的个人，社会保障

收入替代率接近 75%。如果没有这些给付，估计约 40%的 65 岁及以上

个人的收入将低于贫困线。 

这告诉我们，美国的社会保障在为很大一部分人口提供基本生活

福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可以无奈而清楚地看到，对

于中产阶级和高收入者而言，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收入替代率仅有40%

和 27%，难以作为退休收入的充足来源。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如不做

出重大转变，将面临着耗尽储备金的挑战。在政府体系压力紧绷的现

实前，自愿性储蓄在补充第一支柱、提供重要的退休收入方面都极其

关键。 

2. 借鉴行为经济学，通过“自动化”提高第二支柱参加率和缴

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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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柱，普遍被称为美国退休体系中由雇主发起的支柱，包括

两个主要的计划类型——缴费确定型计划（DC）和待遇确定型计划

（DB）。在美国，待遇确定型计划，或者说被普遍称为“传统”养老金

计划的那些计划，已经在走下坡路，因为雇主很担忧持续的养老金责

任提供资金的义务以及由此导致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另一方面，缴费

确定型计划，或者说雇员或雇员/雇主共同向退休计划进行“确定的

缴费”的计划，则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这些计划的筹资性质导致它

们易受人的行为影响，例如不愿加入、储蓄不足等。为了缓解这些负

面行为的变量，美国广泛采用具有自动特征的计划，从而“助推”参

加者达到有利的缴费比率。 

自动特征包括两点，一是自动加入，二是自动提高。自动加入，

首先是为了避免雇员需要选择加入的烦扰，其次是为了减少雇员在试

图选择递延比率时缺乏信心的情况。雇员按照预先确定的比率自动加

入，排除了潜在压力和惰性风险。自动提高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参

加者的递延比率将自动提高，通常每年提高收入的 1%-2%。这是一种

经验证的方式，既不会影响雇员的薪水，同时让个人更接近有效的递

延比率（薪酬 10%以上）。 

中国在第二支柱计划的设计中，也应根据自身情况设计具有自动

化特征的计划，鼓励大部分员工积极参加年金计划并从中获益。但要

注意的是，自动化的方案能够提高替代率，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雇员

获取成功，但这些特征是在雇主养老金计划内实施的，雇主应当与专

业顾问合作，确保计划中递延比率等基本要素符合 优方案。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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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不应妨碍向参加者授权。雇主应当与计划提供商全力合作，设

立投资者教育和咨询部门，鼓励和授权个人掌握自身的退休。 

1. 从自由职业者和高收入人群着手，逐步推行第三支柱 

第三支柱为那些无渠道获取雇主发起类退休计划的非标准（非正

式和兼职类）就业部门提供了退休储蓄机会，同时也为高收入雇员提

供了另一种为退休而储蓄的途径。 

尽管美国退休体系主要是由雇主发起的第二支柱支撑的，但是，

由于非正式和兼职劳动者的增加，以及高收入劳动者退休收入缺口的

增加，第三支柱为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内没有代表或服务不足的个

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美国的非正式劳动者中，40%是小于 34 岁的年轻人，他们在人

生中 关键的阶段，却没有可参加的雇主发起类退休计划，只能靠自

己去研究、筹资并维持计划，再加上养老计划本身的复杂性和/或自

身知识不足，极少有个人推动这件事。这导致部分人口面临退休收入

不足的风险。 

而涉及到高收入劳动者时，这种问题不是特别严峻，因为高收入

劳动者通常加入了某种计划。相反，是雇主的退休计划服务不足的问

题。就 2018 年来说，第二支柱的计划仅允许每年 多缴费 18,500 美

元。这种情况下，拥有其他退休工具，能提供反映工资收入的替代率，

就必不可少。 

第三支柱解决方案不仅对以上两类细分人口不可或缺，对更广泛

的人群而言，作用也不容小觑。中国在推广第三支柱之初，可以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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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人群着眼，小步快走，扎实推进。 

2. 针对人们寿命延长、愿继续工作之趋势，完善养老金体系 

预期寿命的延长加上更好的（尽管更昂贵）医疗保健，使人们退

休后的生活可以持续 20 年甚至更长。雇员福利研究协会 近的一项

研究显示，63%的劳动者的退休规划里，包括 65 岁退休后再工作获得

的“退休后的工资”。 

研究还表明，比“预料到”继续工作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想

要”继续工作。尽管有人是因为需要钱而不得不工作，但退休后继续

工作并不总是基于需要，而是基于愿望。研究者发现，由于寿命延长，

生活质量提高，人们在重新定义退休。退休的人们不再被视为衰老，

而是生气勃勃，依旧忙碌、活跃和充实。尽管他们退休后寻找的工作

通常有别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也是某种就业。 

人们选择在更长的时期工作，针对这一变化，中国在完善养老金

体系时，应要求雇主和计划提供商重新审视劳动人口特征，改善计划

设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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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杰、陈则玮、胡俊英：加拿大养老金资产管理经

验借鉴与启示
①
 

 

王彦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了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及个

人自愿养老储蓄计划在内三大支柱体系，同时也是市场化运营较为成

功的养老金体系，其实践证明高效率、市场化的养老金资产管理是实

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也是解决养老金短缺问题的有效路径

之一。本文以加拿大养老金资产管理为主题，首先介绍加拿大三支柱

养老保障体系；其次研究梳理加拿大三支柱体系养老金的资产管理模

式、资产配置结构及变化趋势、收益情况以及监管模式；再次，在此

                                                
本文摘自《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8）》第 282-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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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总结加拿大养老金资产管理的特点和趋势； 后，总结可借鉴

经验并提出我国养老金资产管理的相关建议。 

一、养老金体系概述 

坐拥世界第二大国土的加拿大，地广人稀，约有 3000 万人口，

而该国完善的退休金制度和养老资源，使得该国成为许多华人向往移

居的养老之地，目前华裔占总人口超过 5%。加拿大的退休金制度因其

涵盖世界银行所建议的三大养老金体系，于 2001 年被世界银行誉为

全球典范。加拿大养老保障制度包括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及个人

自愿养老储蓄计划三大支柱在内。 

（一）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计划 

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提供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 

Pension,以下简称 OAS）以及政府强制性养老金计划，包括了老年保

障金（OAS），保证收入补贴（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以下

简称 GIS）以及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以下简称

CPP) 和魁北克退休金计划（Quebec Pension Plan，以下简称 QPP）。

第一支柱是面向全体居民、强制性的收益确定性（Defined Benefit 

Plans，以下简称 DB）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参与人退休后的

基本生活水平。 

OAS 的资金来源于加拿大税收，申请人并不要求在加拿大有任何

工作经验或税赋贡献，任何现居于加拿大，拥有加拿大国籍或永久居

留权，并且于 18 岁以后居住于加拿大满 10 年的 65 岁以上人士皆可

申请。2017 年 OAS 高支付额为每月 585.49 加元。OAS 的收入需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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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个人所得税；此外，当个人收入超过每年 73756 加元时，OAS 会被

部分扣回，而当个人年收入达到每年 121314加元时，将不得领取 OAS。

除了 OAS 以外，加拿大还提供保障收入补贴（GIS），其资金来源也为

联邦政府预算。从资金运作管理而言，这些计划既没有独立的资金收

缴，亦无额外的资金剩余，不做市场化投资运营管理，属于普惠型社

会保障功能的纯 DB 型计划。在 2014 至 2016 年中，约有 550 万加拿

大公民领取了老年保障金（OAS）。 

加拿大养老金第一支柱还有 CPP，以及由魁北克省政府代表居民

管理的 QPP 两种强制性的 DB 计划。CPP 是强制性计划，雇主和雇员

没有自主选择参与的权利。政府规定每一个年满 18 周岁，在加拿大

工作且年收入达到 3500 加元的人，都必须参加 CPP。有雇主的情况

下，雇主和雇员各缴纳 50%。如果是自雇人员，则需自行承担全部费

用。CPP 目前覆盖了超过 90%的加拿大劳动力人口（魁北克省外），如

果把QPP覆盖人群也算上，那么两个计划的总参与人口约为2000万，

约覆盖加拿大总人口的 66%。 

（二）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计划 

第二支柱是一种雇主注册养老储蓄计划，是由私营或公共部门的

雇主或工会为向符合条件的成员提供养老金而建立的养老金计划。该

计划目前可分为 DB 和 DC（缴费确定型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以下简称 DC）两大类。目前主要包括三种形式：注册养老金计

划(Registered Pension Plan，以下简称 RPP)、集合注册养老金计

划 （Pooled Registered Pension Plan，以下简称 PRPP)和团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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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养老储蓄计划（Group RRSP）。 

（三）第三支柱个人自愿养老储蓄计划 

第三支柱个人自愿养老储蓄计划有两个不同的个人税收优惠养

老储蓄账户制度，分别是注册养老金储蓄计划（RRSP）和免税储蓄账

户（Tax-Free Savings Accounts，以下简称 TFSA），目的是鼓励个人

提早安排规划个人退休账户，积累足够的余额，以便提高退休后的生

活水平。 

RRSP 于 1957 年立法成立，是专门为养老退休储蓄设计的。加拿

大居民可以把税前的部分收入存在 RRSP 账户里，只有到退休后从账

户领取阶段开始征税，实行的是 EET 模式。TFSA 开始于 2009 年，定

位为一般储蓄账户，是一种灵活的、注册的、多功能的储蓄方式，更

容易达到终身储蓄的需求。 

截止 2016 年末，市场化运作的养老金总规模合计约 3.8 万亿加

元，5 年以来年化增长 7.7%。其中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5 年以来规

模年化增长达到 14%，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养老金资金规模也有较好增

长，约为 7.2%，第三支柱中 TFSA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由 181.56 亿加

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935.87 亿加元，年化增长 48%，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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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加拿大养老金三支柱基本信息 

三支柱体

系 
名称 资产规模 

资金来

源 
制度模式 运作模式 

第一支柱 

老年保障金

（OAS） 

362.28① 

政府财

政 

现收现付

制 
DB 

保证收入补贴

（GIS） 

政府财

政 

现收现付

制 
DB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CPP) 

雇主和

雇员共

同出资 

 

现收现付

制 
DB 

魁北克退休金计划

（QPP） 

现收现付

制 
DB 

第二支柱 

注册养老金计划

(RPP) 

2090.07 

积累制 DB、DC 

集合注册养老金计

划 （PRPP) 
积累制 DC 

团体注册养老储蓄

计划（Group 

RRSP） 

积累制 DC 

第三支柱 

注册养老金储蓄计

划（RRSP） 
1150.98 

个人自

愿 
积累制 DC 

免税储蓄账户

（TFSA） 
193.59 

个人自

愿 
积累制 DC 

注：资产规模数据单位为十亿加元，OAS、GIS 由于是政府财政拨款没有资产规模数据，

除 TFSA 数据为 2015 年末外，其余计划截止时间均为 2016 年末。 

 

二、第一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情况 

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计划中 OSA 和 GIS 资金来源均为政府税收，

由财政部门统一安排，尚未进行市场化运作。而 CPP 和 QPP 均进行市

场化投资运作，两个计划在结构与操作模式极为相似，只是管理机构

不同，下面以 CPP 为例介绍加拿大第一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情况。 

（一）CPP 运作模式与行业概况 

CPP 是全球 大的养老基金之一，也是投资运作非常成功的养老

基金之一。根据 CCPIB《2017 年年报》②，截止 2017 年 1 季度末 CPP

                                                
①
 第一支柱资金规模只含 CPP 和 QPP。 

②
 CPPIC 财年范围为当年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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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规模为 3167 亿美元，较 2008 年增加 1940 亿美元。1997 年

以前，CPP 的投资非常保守，投向如联邦政府债券、省政府债券和国

家金融机构债券，收益率不高，1971 年至 1989 年年平均收益率仅为

1.8%。根据 1995 年 CPP 第 15 次精算报告，若维持既有的保守投资方

式和支付政策，基金结余将于 2015 年完全用尽。为了维持 CPP 财务

的可持续性，加拿大政府从 1995 年起开始推行制度改革，改革内容

主要包括：消减一部分养老待遇；在支出压力还不大的有利时期快速

提高缴费率，将雇主和雇员合并的缴纳费率从当时的 5.6%提高到

2003 年的 9.9%，使 CPP 从一个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基金转向一个部分

积累的养老基金；改革 CPP 的投资管理体制，议会于 1997 年通过了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法》，成立了加拿大养老保险基金投

资理事会（CPPIB），负责 CPP 积累基金的投资管理，至此 CPP 的投资

管理采取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图 1 CPP 资产管理规模 

数据来源：CPPIB《2017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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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IB 是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多元化

投资实现 CPP 基金在相对安全条件下的 大收益，以维护参与人权

益。按照加拿大有关法律规定，CPPIB 必须符合以下要求：一是其投

资运营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其具体投资决策不受政府干扰（独

立性）①；二是以获得投资收益、保证投资盈利作为唯一目的，不能

以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等其他目的作为其投资目标；三是保持高

度透明性。CPPIB 的 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主要职责是负责对 CPP

的各项投资业务进行管理和监督，理事会由 12 名理事组成。理事由

财政部长提名，由加拿大总督任命，每届任期不超过 3 年，可以连任。

理事会下设 4 个专业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力资源和

薪酬委员会以及治理委员会，负责 CPPIB 的日常运作。在管理运营层

面，CPPIB 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组合设计与风险管理部、公开市

场投资部、私募投资部、不动产投资部、财务和运营部、法律部等内

部机构，开展投资活动。CPPIB 只有一项投资任务，不受政治议程约

束，这个独立的治理结构是保障 CPPIB 成功和稳健运作的 关键因素

之一。 

1997 年 3 月，第一批 CPP 基金划入 CPPIB，CPPIB 将其全部委托

给外部投资管理人，采取被动投资方式，主要投资于加拿大和外国的

公开市场股票。2005 年，CPPIB 以“前瞻思维”命名的年度报告指出

已经具备转向主动管理的合适条件了。根据 CCPIB《2017 年年度报

告》，截至 2017 年 1 季度末，53 家外部管理人管理 346 亿美元，占

                                                
①
 加拿大前总理 Paul Martin 提到这种独立管理模式对 CPP 的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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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资金规模比例约 11%，其余均由 CPPIB 内部负责直接投资。外部

管理人数量也从 2015 年的 58 家，减少 5 家至 53 家。 

 

图 2  外部管理规模及外部聘请管理人数量 

数据来源：CPPIB《2017 年年度报告》。 

 

（二）投资流程与风险管理 

按照法律规定，理事会及下属委员会、内设机构均应按照“谨慎

人原则”（Prudent man rule）制订和执行投资标准和程序。“谨慎人

原则”是指政府对养老基金资产配置不作任何阀值限制，但要求投资

管理人的所有投资行为都必须如同谨慎对待自己的财产而考虑到各

种调整风险，理性和谨慎地为养老基金构造一个 有利于分散和规避

风险的资产组合。CPPIB 的投资目标也完全遵循上述原则，旨在提供

均衡和全球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充分发挥 CPPIB 在规模、长期投资和

确定性规模增长的结构优势， 大限度地获取长期回报，而不会产生

不适当的风险。CPP 基金的目的为达成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业

绩比较基准为 CPI+3%。 

CPPIB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CPPIB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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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的角度出发制定投资策略，从确定风险偏好开始，控制重大风险

因素。在构建投资组合时，CPPIB 始终保持长期投资观点①，通过承担

适当的权益风险而从总体经济增长中受益，构建投资组合，并保持对

市场的关注，随着经济和市场条件的变化进行策略投资。基于 CPPIB

的投资策略，内、外部投资管理人对投资组合进行积极管理，以达到

投资目标。 

 
图 3  CPPIB 组合投资流程 

资料来源：CPPIB《2017 年年度报告》。 

 

风险管理方面，CPPIB 主要通过建立投资的风险收益评估框架进

行风险管理，其核心内容包括 CPP 基准资产配置方法和整体资产配置

策略。CPP 基准资产配置方法首先由 CPPIB 理事会按照期望的收益目

标和风险水平建立一个基准资产配置方案，实际的投资策略可根据资

本市场相应调整总体判断和各大类风险资产的情况。CPPIB 会采用不

同的方法和风险衡量指标实时评估风险：一是风险价值模型；二是压

                                                
①
 CPPIB 是非营利性组织“关注长期投资”（ Focusing Capital on the Long 

Term,fcltglobal.org）的联合创始人和积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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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测试；三是交易对手风险评估；四是外部信用等级监控；五是对于

未定级投资监理内部评级制度；六是资产流动性指标等。 

（三）资产配置结构 

养老金作为长期性资金，其长期投资能力主要体现在资产配置上，

资产配置是养老金实现长期投资目标和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发挥着

控制风险和稳定收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 CPPIB 取得较大成功的非常

重要的因素之一。 

2000 年来 CPP 的大类资产配置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以低

风险固定收益类产品占绝大多数转变为以风险类权益资产为主，同时

不动产等抗风险资产配置经历了从无到有到超过固定收益配置比例

的过程。2000 年 CPP 的资产配置极其保守，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产

品配置比例占 95%，权益资产占比仅为 5%。随着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

CPP 大类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大幅增加，2017 年 CPP 资产配置

中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增加至 55.4%，固定收益类产品配置比例下降

至 21.5%，抗通胀的不动产配置比例从零提升至 23.1%超过固定收益

类产品配置比例。地域方面，CPP 的资产配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海

外资产已成 CPP 资产配置首选。2000 年 CPP 资产中 81.7%的资产配置

于加拿大境内，仅 18.3%的资产配置于海外资产，而 2017 年 CPP 配

置于海外资产的比重已达 83.50%，远超加拿大境内资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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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PP 大类资产配置的变化情况  图 5 CPP 大类资产配置中地域的配置

情况 

数据来源：CPPIB《2017 年年度报告》。  数据来源：CPPIB《2017 年年度报

告》。 
 

根据 CPP 披露的组合数据，2009-2017 的 10 年内，全球市场经

历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CPP 的分散投资理念也随之进步，从简单

的股票、债券到多元资产配置，如房地产、基建投资、实物资产、以

及包含农作物及自然资源的长期抗通膨品种。2017 年 CPP 基金中权

益资产规模占比与 2009 年相比小幅下降 2 个百分点，但境外发达市

场权益规模和新兴市场权益规模比例大幅增加。2017 年 CPP 基金配

置于加拿大国内权益市场，占比从2009年的14.7%大幅下降至3.70%，

国外权益市场占比大幅增加至 51.70%，其中境外发达市场权益投资

规模从 2009 年的 38.3%增加至 44.2%，新兴市场权益投资规模从 2009

年的 4.40%增加至 7.50%。十年间 CPP 配置于低风险的债券及货币市

场工具规模大幅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2017 年 CPP 基金配置规模为

777.66 亿美元，占比为 21.5%。2017 年 CPP 基金配置于房地产的规

模为 455.74 亿美元，占比从 2009 年的 6.50%增加至 12.60%，配置比

例较 2009 年增加近一倍。此外，基建的配置比例也从 2009 年的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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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2017 年的 7.70%。 

 
图 6  CPP 资产配置结构 

注：自 2017 年开始，CPP 组合资产分类披露方式有所改变。图中 2017 年所示

的 “债券及货币市场”资产类别下同时包含了绝对收益策略；实物资产则包括

农业及自然资源，在 2016 年及以前合并披露与各市场权益类别下。 

数据来源：CPPIB《2017 年年度报告》。 

 

（四）投资收益 

从投资收益来看，CPP 的长期投资以及多元资产配置理念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2008 年到 2017 年的 10 年内，CPP 取得了 6.7%的费后

年化收益， 近 5 年的费后年化收益率为 11.8%。值得注意的是，CPP

的投资同样于 2009年受创于全球金融海啸，当年回报下跌了 18.6%，

但由于 CPP 秉持了既有的投资组合分布， 2009 年的损失很快便被收

复，并持续为 CPP 带来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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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投资收益情况 

数据来源：CPPIB《2017 年度报告》。 

 

（五）养老金投资运营监管 

CPP 的管理工作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完成，其中主要工作由

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完成，省政府（九个省）仅有财政部门参与管理，

QPP由魁北克省政府负责管理。加拿大人力资源及技能发展部（HRSDC）

是 CPP 计划的主要负责部门。加拿大服务部（Service Canada），代

表 HRSDC 负责该计划养老金领取申请及具体落实。CPPIB 根据《加拿

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法案》授权负责 CPP 资金的投资管理。 

三、第二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情况 

（一）运作模式与行业概况 

加拿大的第二支柱养老金则主要由注册养老金计划(RPP)、集合

注册养老金计划(PRPP)，以及团体注册养老储蓄计划(Group RRSP)作

为支撑。截止 2016 年末，第二支柱资产规模合计为 2.09 万亿加元，

在养老金总资产中占比 55%。 

RPP 中，DB 和 DC 两种模式共同存在。RPP 始于 1917 年，由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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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雇员协商缴费，企业享受费用的税收抵扣政策，而个人则享受税收

递延优惠。RPP 的开展初期主要参与主体为政府单位，后来逐渐拓展

至大型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加拿大养老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

是对收入较高群体来说，RPP 已成为提升养老金待遇水平的重要方法

之一。截至 2016 年，RPP 共有 16911 个计划，覆盖 626.18 万人，约

占总人口的 21%，占劳动人口总数的 32%。RPP 一般委任外部机构管

理，因此市场参与者众多，形式上类同于我国的企业年金。离职时雇

员可选择将原 RPP 携带至新雇主的 RPP。 

由于多数中、小型企业，甚至是自雇者无法得到类似的保障，加

拿大联邦政府于 2012 年通过了《Federal Pool Registered Pension 

Plans Act》，为中、小型企业以及自雇者提供 DC 的集合注册退休金

计划（PRPP）。由于此法案目的是补足尚未参与退休计划的雇员，因

此允许雇主及雇员自愿参与。 

由于 RPP 中 DB 和 DC 兼有，很难找到资产配置等相关数据，所以

第二支柱以 PRPP 为例来介绍资产管理情况。PRPP 并不强制要求雇主

或雇员 低缴费比率，但目前 高缴费比率上限则为前一年收入的

18%①。PRPP 由计划管理人执行管理，雇主选择，有别于 RPP 管理人众

多，PRPP 的监管及审核单位金融机构建立机关（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以下简称 OSFI）目

前仅核准了 4 家金融机构为计划管理人，分别为：宏利金融公司（The 

Manufacturers Life Insurance Company）、伦敦人寿保险公司

                                                
①
 RPP、PRPP 和 RRSP 缴费比率上限合计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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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加拿大太阳人寿保险公司（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及工业联盟（Industrielle 

Alliance, Assurance et services financiers inc），其中宏利金

融公司为第一家正式批准管理 PPRP 的机构。 

表 2  加拿大 PRPP 计划概述 

  模式及特点 补充说明 

雇员参加方式 
非强制参加，计划主要覆盖自雇者

人口，采自动加入,自动注册 

若雇主无参加 PRPP，

雇员亦可主动向金融

机构申请参加 PRPP 

缴费比率 

对雇员及雇主皆无 低缴费限制，

皆为自愿参与，总缴费比率上限为

18% 

 

经营管理机构 

经金融机构监理机关(OSFI)、加拿

大税务局(CRA)审核通过并取得执照

的金融机构 

 

账户模式 多账户 

目前共有四个金融机

构提供四种 PRPP 计

划，PRPP 账户金额可

移转到其他 PRPP 账户

或其他注册退休账户 

管理人模式 

服务平台模式：四家管理人有各自

服务平台，个性化服务直接面对雇

员 

 

自选平台提供

服务内容 

（以宏利为

例） 

账户及交易记录查询、缴费金额管

理、投资报酬率查询、咨询服务、

投资基金的绩效、风险、近期操作

情况，投资教学视频、投资方案探

索，即时资讯提醒等 

也提供一个可预估所

有退休金是否符合退

休目标的软件 

标的转换限制 
无移转限制规定，基金可随时于在

线账户调整投资配置 
 

注：数据和资料根据《Federal Pool Registered Pension Plans Act》和宏利

金融公司网站整理。 

 

（二）投资情况 

按照 PRFF 法规规定，PRPP 管理人提供的投资选择中，需要有默

认选项，且默认选项为目标日期基金或者平衡型基金，若雇员注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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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天内没有进行投资选择，管理人可以为其设定默认投资。以宏利金

融为例①，雇员可以按照自身的投资偏好进行投资，若雇员注册后 60

天内没有进行投资选择，则会在自动设定为宏利默认投资（Manulife 

Target Date Fund）②。宏利金融目前共提供的 13 只风险等级不同的

公募基金，其中有 7 只目标日期基金为系列基金，其余 5 只为权益基

金、平衡基金、债券基金及流动性强的高息基金。 

表 3  宏利提供 PRPP 的 13 只产品投向情况 

产品 投向 

宏利每日高息基金(Manulife Daily High Interest 

Fund) 
100%投资于现金类资产 

宏利加拿大债券指数基金(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 Canadian Bond Index Fund) 

跟踪 S&P/TSX Composite 

Index，主要投资政府公债 

宏利平衡指数基金(Manulife Balanced Index 

Fund) 

主要投资加拿大普通股票

30%，加拿大债券 40%，国外

股票 30% 

宏利加拿大权益指数基金(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 Canadian Equity Index Fund) 

跟踪 S&P/TSX Composite 

Index，主要投资加拿大股票 

宏利全球权益指数基金(Manulife Global Equity 

Index Fund) 

主要投资指数基金，标的为

国外股票 

宏利目标日期基金（Manulife Target Date Fund） 

可以投资国内外固收、权

益、房地产等 

Manulife Target Date Income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20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25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30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35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40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45 Fund 

Manulife Target Date 2050 Fund 

数 据 来 源 ： http://manuvie.ca/wps/wcm/connect/ba8c7666-1dde-4a60-9637-
2ae0687d0c750c75/PRPPFunds_4-

2017_ROR_131112.pdf?MOD=AJPERES&CACHEID=ba8c7666-1dde-4a60-9637-

2ae0687d0c75。 

                                                
①
 由于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为首家获批的 PRPP 计划人，以下概述的举例个案将以宏利

金融集团提供的 PRPP 计划为主 
②
 该基金的投资标的包括权益资产（全球权益、美国权益、加拿大权益）、固定收益资

产、不动产、抵押贷款等。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会逐渐降低风险资产，增加低风险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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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收益 

从投资收益来看，13 只基金整体收益较好。截止 2017 年底， 近 5

年 8 只目标日期基金中 5 只收益率超过 10%，2 只目标日期临近的基

金（2020 和 2030）和一只配置平衡的基金收益率也均在 7%以上。另

外 5 只基金中宏利全球权益基金 近 5 年年化收益率近 17%，表现优

异；宏利加拿大权益指数基金和宏利平衡指数基金年化收益也在 8%

左右，表现较好；宏利加拿大债券指数基金和宏利每日高息基金 近

5 年年化收益分别 3.04%和 1.49%，表现平稳， 

 

表 4  宏利提供 PRPP 的 13 只产品年化收益情况 

名称 
近 1

年 

近 2

年 

近 3

年 

近 5

年 

Manulife Target Date Income Fund 6.21% 5.48% 5.59% 7.01% 

Manulife Target Date 2020 Fund 6.89% 6.10% 6.14% 8.03% 

Manulife Target Date 2025 Fund 7.91% 7.01% 6.92% 9.20% 

Manulife Target Date 2030 Fund 9.12% 8.01% 7.62% 10.35% 

Manulife Target Date 2035 Fund 10.20% 9.01% 8.68% 11.50% 

Manulife Target Date 2040 Fund 10.79% 9.46% 8.53% 11.65% 

Manulife Target Date 2045 Fund 11.02% 9.70% 8.77% 11.90% 

Manulife Target Date 2050 Fund 11.12% 9.70% 8.81% 12.01% 

Manulife Daily High Interest Fund 1.22% 1.23% 1.30% 1.49% 

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 Canadian 

Bond Index Fund 
2.60% 2.16% 2.60% 3.04% 

Manulife Balanced Index Fund 8.28% 7.87% 6.80% - 

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 Canadian 

Equity Index Fund 
9.15% 14.97% 6.64% 8.72% 

Manulife Global Equity Index Fund 15.16% 8.66% 12.57% 16.99% 

数据来源：http://manuvie.ca/wps/wcm/connect/ba8c7666-1dde-4a60-9637-

2ae0687d0c75/PRPPFunds_4-

2017_ROR_131112.pdf?MOD=AJPERES&CACHEID=ba8c7666-1dde-4a60-9637-

2ae0687d0c75；数据截止：2017 年末。 
 

（四）养老金投资运营监管 

OSFI 负责审批和监管 PRPP 管理人，加拿大税务局（CRA）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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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注册和审核 PRPP。PRPP 的年度审核由加拿大税务局（CRA）负责，

所有 PRPP 计划的申请、修改则由 CRA 下属的注册计划局（PRD）负责。

PRPP 管理人申请流程有三步，首先需要向 OSFI 申请；其次，获得管

理人许可证后，需要提交注册信息； 后，在 OSFI 完成注册后，向

加拿大税务局(CRA)按照相关税法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PRPP 建立

完成。PRPP 计划管理人需于每年的 5 月 1 日前，向 OSFI 和 CRA 递交

上一年的年度报告。 

 
图 8  加拿大 PRPP 管理人与监管机关、审计机关的关系图 

注：根据 PRPP 管理人申请流程梳理。 

 

四、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情况 

（一）运作模式和行业概况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和免税储蓄账户（TFSA）是个人根据

收入状况和投资倾向，自愿参与的储蓄性养老金计划，必须在加拿大

税务局进行注册登记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个人在银行、信用合作社、

信托公司、基金公司或保险公司开立账户。个人也可以创建一个自主

管理的注册养老金计划，选择更广泛的投资工具，例如，股票等，允

许个人直接管理其账户进行投资。两个计划在投资产品、投资方式、

管理机构、缴费方式等方面基本一致，在税收模式、缴费额度、提取

申请 PRPP Act 申请 Income Tax Act

计划管理人 OSFI CRA PRPP成立

1. 资质批复 PRPP注册 CRA注册号
2. PRPP注册 计划修改、

年度报告

RPD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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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方面有所差别。 

表 5  RRSP 和 TFSA 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 免税储蓄账户（TFSA） 

推出时

间 
1957 年 2009 年 

覆盖群

体 
71 岁以下 

18 岁及以上①（个别省份为 19 岁

及以上） 

定位及

资金用

途 

定位为退休储蓄账户，资金以退

休为主 

一般储蓄账户，不仅为退休养老

而设计的账户；资金可用于退

休、抵押、紧急支出等 

税优模

式 
EET TEE 

缴费方

式及额

度 

与收入挂钩，缴费上限有额度限

制，为上年收入的 18%；2010-

2017 年额度分别为 22000、

22450、22970、23820、24270、

24930、25370、26010（单位为

加元） 

与收入无关，缴费有额度限制，

为固定值；2009-2012 年额度均

为 5000 加元，2013-2014 均为

5500 加元，2015 年为 10000 加

元，2016-2017 又回到 5500 加元
② 

缴款方

式 

无特别规定，与普通投资一样，个人可一次性投入全部资金购买所

选投资产品，也可分期累计购买，还可用“成本分摊法”的方法，

定额定投购买；可以是现金缴费，也可以是经过评估的实物资产③ 

未使用

的缴存

限额 

可累积 

提取 71 岁之后关闭账户，必须提取 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取；没有限额 

是否可

以补款 

否。住房计划 Home Buyer's 

Plan （HBP）和终身教育计划

Lifelong Learning Plan 

（LLP）④可借款，但需分别在 15

年和 10 年内还清，其余提取不

能补款 

是。可补款到账户中直至累计缴

费上限 

超额缴

费的处

理 

任何超过扣除限额 2000 加币的部分按每月 1%征税（扣除可累计部

分） 

与其他

养老金

提取时计入收入，提取时间较

短，缴税较多，多数参与人会在

不影响保障养老金的领取。从

TFSA 取款不会影响从政府那领取

                                                
①
 18 岁及以上的非加拿大居民规定额度的部分每月按 1%税率进行缴税。 

②
 TFSA 的年度供款额度是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对应的， 少以 500 加元的额度增

加。 
③
 Government of Canada,“RRSPs and Other Registered Plans for Retirement”,P6。 

④
 HBP 和 LLP 在实际操作中，和每年购买 RRSP 一样，只是在报税时需要填写哪部分是用来

还款的，哪部分是用来抵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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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

排的影

响 

提取时转入 TFSA 或 RRIF。RRSP

对全额老年金(OAS)几乎没有影

响或影响不大，对收入保证金

(GIS)有较大的影响 

收入。退休后，仍然从政府那里

领取全额老年金(OAS)和收入保

证金(GIS)，无论从 TFSA 里取出

多少钱 

注：数据和资料根据“RRSPs and Other Registered Plans for Retirement”

和”Tax-Free Savings Account(TFSA),Guide for Individuals”整理。 

 

经过多年的发展，截止 2016 年末，RRSP 的资产规模为 1.15 万

亿加元；2009 年以来 TFSA 计划总市值从 181.56 亿加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935.87 亿加元，增长近 10 倍，人均市值从 5931 加元增长至

15206 加元。根据加拿大政府 2011 年统计显示，第三支柱的替代率

大约为 35%。 

 

 

 
图 9  RRSP 总市值及增速（亿加元、%）  图 10  TFSA 总市值及增速（亿加

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二）资产配置结构 

RRSP 和 TFSA 的投资产品可以由基金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信

托公司提供。在投向上，RRSP 和 TFSA 均规定了合格投资品，也对非

合格投资品和禁止的投资品进行了说明。合格投资品包括货币，担保

投资凭证，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共同基金，公司分红以及其他在股

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证券，其他为非合格投资品。禁止的投资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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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下三部分：一是受益人的债权；二是受益人持有比例在 10%以

上的股权、债权、合伙企业、公司及信托计划等；三是受益人持有的

与其权益不对等的股权、债权、合伙企业、公司及信托计划等。2005

年之前，个人只能将 RRSP 资金的 30%投资境外资产，2005 年之后这

个限制全面取消。 

从实际投向来看，个人在资产配置方面有非常多的选择权。RRSP 

资金已投向包括定期存款、加拿大储蓄债券、信托产品、股票、债券、

公募基金和年金保险产品等，截止 2015年末，RRSP以公募基金为主，

占比高达 52%，其次是个人自主投资，投资范围可能是股票、债券、

公募基金等，占比合计为 25%，定期存款、年金和储蓄存款占比分别

为 8%、7%和 6%，其余合计占比约 2%。从投资标的变化趋势来看，2005

年以来，公募基金占比一致占比在45%以上，并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

定期存款占比逐渐下滑，其余类型产品变动不大。 

 
图 11 RRSP 的投资工具 

来源:Investor Economics，宏利资产（香港）整理。 
 

TFSA 也可投资于各种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投资工具，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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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 RRSP 一致，但实际情况由于 TFSA 账户资金可用于短期支付所需

的原因，致使产品逐渐以随时可以兑现类型产品为主。截止 2015 年

末，TFSA 主要投资于股票及债券、公募基金、定期存款和一般储蓄存

款，其中以公募基金为主，占比为 35%，其次是股票和债券，合计占

比为 29%，定期存款和一般储蓄存款均为 18%。从投资标的变化趋势

来看，2009 年以来，公募基金占比呈现逐年提高，由 初的占比 13%

提高 22 个百分点至 35%，定期存款和一般储蓄存款占比逐渐下滑，

由 初合计占比的 60%降至 36%，降幅约为 40%。 

 
图 12 TFSA 的投资工具 

来源: Investor Economics，宏利资产（香港）整理。 

 

（三）养老金投资运营监管 

联邦政府的第三支柱计划的法规和运营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其

他人员的第三支柱由各州政府分别负责监管。因此，第三支柱各州的

监管者不同。加拿大税务局(CRA)负责相关税务方面的安排和管理。

而对于第三支柱的投资管理人，联邦政府等部门不做特别的规定，即

没有实施资格核准制，而是由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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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加拿大第三支柱发展较好，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2016

年人口普查，2015 年加拿大 1400 万户家庭中有 65.2%至少参加三种

注册储蓄账户（即 RRSP、RPP 和 TFSA）中的一种，参与率较高，这其

中投资顾问在推动加拿大第三支柱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加

拿大投资基金协会(Investment Funds Institute of Canada，简称

IFIC) 2011 Report on the Value of Advice 显示，没有理财顾问

帮助的人和有理财顾问帮助的个人，在长期养老金储蓄累计的资产上

有非常大的不同，例如对于 18-25 岁的投资者而言，有投资顾问的群

体，进行退休储蓄的比例为 45%，而无投资顾问的群体，进行退休储

蓄的比例仅为 23%。 

五、养老金资产管理特点与趋势 

（一）养老金整体管理规模稳步增长 

加拿大养老金通过市场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投资运作，实现了

加拿大各类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近年来市场化运作的管

理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截止 2016 年末，市场化运作的养老金总规模

合计约 3.8 万亿加元，5 年以来年化增长 7.7%。尤其是第一支柱公共

养老金，5 年以来规模年化增长达到 14%，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养老金

资金规模也有较好增长，约为 7.2%①，第三支柱中 TFSA 自 2009 年成

立以来由 181.56 亿加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935.87 亿加元，年化增长

48%，发展迅速。 

                                                
①
 第三支柱中 TFSA 资金规模公开数据为 2015 年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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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加拿大养老金资产管理情况（单位：亿加元、%） 

注：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第一支柱只含 CPP 和 QPP，2016 年第三支柱和合

计数据中 TFSA 的数据均为 2015 年数据。 
 

（二）养老金三支柱金字塔体系 

通常各国的养老金第一支柱均是由国家进行兜底，而伴随着人口

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第一支柱收不抵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第二、

三支柱 初设立的初衷也是在于缓解个人和政府的养老负担。从养老

金资产构成看，加拿大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占

比一直维持在较低比例塔基的占比从2000年的4.50%增加至10.05%。

中间层职业养老金计划是加拿大养老金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虽

有所下降，但一直维持在 50%以上。个人自愿养老储蓄计划是加拿大

养老金体系的塔尖，由 RRSP 和 TFSA 两个计划构成，其占比一直维持

在30%以上，是提高退休后替代率和保障退休后生活水平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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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加拿大养老金体系 

注：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三）资产配置呈现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趋势 

资产配置是影响养老金长期投资回报的关键因素。从 CPP 资金的

实际运作来看，养老金资产配置呈现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养老金

投资品种和比例逐渐放宽。作为规模增长比较确定的长期资金，为满

足长远端支付需求，CPP 的资产配置行为从 2000 年的极度保守（95%

为固定收益资产）逐渐改变风格，2009 年后权益类资产占比一直高于

50%，且本国权益资产占比持续萎缩，而新兴市场权益占比稳定提升。

同时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了分散风险和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也

使得 CPP 投资逐步多元化：从传统资产类别到向另类资产转移；从简

单的股票、债券到多重资产配置，如房地产、基建投资、实物资产、

以及包含农作物及自然资源的长期抗通膨品种。2000 年的 95%投于债

市、5%股市，转到 2017 年债市 21.5%、股市 55.4%、实物资产 23%。

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资产配置也是 CPP 业绩长期超过基准业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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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到 2017 年的 10 年周期内，CPP 取得了 6.7%的费后年化收益，

近 5 年的费后年化收益率为 11.8%。 

（四）公募基金成为个人养老金投资的主力 

公募基金因其独立运作、投向清晰、申赎灵活、强制托管、公开

披露等优势，使得公募基金非常契合养老金的资金属性，满足养老金

投资的需求，从而受到个人养老金投资者的青睐。截至 2015 年末，

TFSA 2009 年以来公募基金占比呈现逐年提高，由 初的占比 13%提

高 22 个百分点至 35%；RRSP 也以公募基金为主，占比高达 52%①，且

2005 年以来公募基金占比一直在 45%以上，并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

此外，PRPP 下，上述文中提到的 4 家管理人中宏利金融提供产品也

均为公募基金。 

六、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一）完善养老金体系，积极发展二、三支柱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视养老金资产的积累。

截止 2016 年末，加拿大养老金管理规模约 3.8 万亿加元，占 GDP 的

比重为 173%，而我国同期养老金资产合计约为 7.1 万亿元②，占 GDP

比重不到 10%，发展空间很大。从三支柱养老金规模来看，加拿大一、

二、三支柱占比分别为 10%、58%、32%，而我国养老金体系积累不足，

结构也不均衡，以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为主，占比高达 80%，第二支

柱职业年金覆盖范围小，基金累积有限，第三支柱于 2018 年 5 月 1

日刚开始试点，补充养老金积累严重不足。建议应该鼓励个人提前做

                                                
①
 52%不含个人自主投资中公募基金的占比。 

②
 含基本养老金的 4.4 万亿元、企业年金 1.1 万亿元和社保基金的 1.6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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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退休后生活的规划，大力发展补充养老金，增强个人养老保障能力

的同时减轻政府负担。 

表 6  我国三支柱与加拿大对比 

国家 名称 
第 一 支

柱 

第 二 支

柱 

第 三 支

柱 
合计 

占 GDP 比

例 

加拿

大 

规模（亿加元） 3623  20901  11510  36033  -- 

占总资产比重 10% 58% 32% 100% 173.31% 

中国 
规模（亿元） 43965  11075  - 55040  -- 

占总资产比重 80% 20% - 100% 7.04% 

注：数据截止 2016 年末。 

 

（二）加快推进基本养老金市场化运营的进程 

加拿大等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均采用市场化投资运营方

式，CPP 前期投资比较保守，收益率不高，1995 年精算报告显示 2015

年 CPP 资金将用尽，后于 1999 年正式启动市场化投资运营，并成立

了独立机构 CPPIB 来负责，CPPIB 投资决策不受政府干扰，内部建立

专业投资管理团队，采用积极投资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止2017

年末，CPP 近 10 年录取了 6.7%的年化收益， 近 5 年的年化收益

率为 11.8%。2007 年 CPP 首席精算师宣布 CPP 在未来 75 年都具有可

持续性。 

从国内社保战略储备金及企业年金基金市场化运作效果来看，截

止 2017 年末，社保战略储备金及企业年金基金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

分别为 8.37%和 7.34%，效果较好。可见，养老金体系需要与多层次

资本市场紧密，通过专业化、组合化的投资方式，确保养老金获得长

期、稳定的回报。我国现在的基本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进程较慢，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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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结余①绝大部分尚未开展投资运营，潜在的损失较大。应该加

快推进市场化运营的进程，尽早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养老资金的保

值增值和发展壮大。 

（三）坚守长期投资理念，资产配置应更加积极和多元 

养老金作为长期性资金，其长期投资能力主要体现在资产配置上，

资产配置是养老金实现长期投资目标和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发挥着

控制风险和稳定收益的重要作用。从加拿大养老金投资来看，资产配

置也是影响长期投资回报的关键因素。CPP 具有规模大、规模增长确

定和长期投资的比较优势。CPPIB 始终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制定投资策

略，涵盖所有主要资产类别，从确定风险偏好开始，控制重大风险因

素。随着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CPP 大类资产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

比例大幅增加且逐步实施多资产配置，2017 年 CPP 资产配置中权益

类资产配置比例由 2000 年的 5%提升至 55.4%，固定收益类产品配置

比例则下降到 21.5%，不动产配置比例从零提升至 23.1%。资产方面

从仅配置股票和债券到房地产、基建投资、实物资产、以及包含农作

物及自然资源的长期抗通膨品种等多资产配置。地域方面，因加拿大

资本市场容量小，CPP 资产配置经历了从大比例配置国内资产到大比

例配置海外资产的转变。 

我国社保储备养老金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要求不超过 40%，

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养老金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要求不

                                                
①
 目前广东、山东已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合同进行市场化运作，均委托

1000 亿元；此外人社部副部长游钧 2018 年 2 月 26 日表示，北京、安徽等 10 个省（区、

市）签署了 4400 亿元的委托投资合同，2831.5 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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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实际运作过程中，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可能远低于 低比

例限制，且发现企业年金存在长期的资金短期化的投资操作，包括短

期化的评价和考核。目前职业年金和基本养老金还不能投资海外，对

另类资产投资也有很多限制。对于长期投资的养老金资产而言，我国

养老金应该坚守长期投资理念，重视资产配置且采用积极、多元的资

产配置。长期的养老金投资运作过程中，正是凭借重视权益类资产、

另类资产的配置，且进行多样化、分散化的投资，保证了养老基金的

盈利，而且分散、降低了投资风险，保证了养老基金的安全性和流动

性。 

（四）推动投顾业务的发展 

DC 和个人自愿储蓄性养老计划一般是个人有选择权，个人作为

缴费主体同时又是投资主体，既要面临如何缴费、如何开户、税收等

制度方面的问题，又要面临如何结合个人的生命周期特征进行长期投

资，资产配置的安排、投资产品的选择、如何进行税收优化等，非专

业的参与人很难对上述问题有清晰的认知，很可能由于惰性或专业度

不够等因素选择不参与。养老金顾问业务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个人参与

养老金计划的积极性和投资效率，进而增大养老金资产积累，亟待发

展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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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CAFF50 动态 
1. 10 月 16 日，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处月度工作例会在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 1010 室召开。会议由论坛常务副秘书长张栋

主持。会议确定了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人员构成，名单是：金维刚（主

席）、姚余栋（首席经济学家）、董克用、郑杨、武建力；对外合作新

增“养老金融专业访谈视频录制”版块；重点讨论了 2019 全球财富

管理论坛会议事宜，同时对论坛相关活动和课题研究等工作进行了跟

进。论坛秘书长董克用，秘书长助理孙博，副秘书长朱海扬、王赓宇、

张兴，秘书处邹林娟、李嘉璇、施文凯、王振振、林佳钰、王德永、

周宁等参加了本次例会。 

2. 10 月 18 日，美世(MERCER)的 Catherine Li 和 Claudia Zhang

与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教授进行了会谈，双方通过

沟通交流确定将于 2019 年 12 月 8 日举行的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

年会上共同发布《2019 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中国版》，此

外，双方就建立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沟通。 

3. 10 月 20 日下午，“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深化改革与扩

大试点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首席专家郑秉文教授发布

了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的方向》

的指导性论文。论文主要内容是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存

在的问题与改革的方向。主要内容包括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试点的背景及成效、税延养老保险的制约因素、眼下改革的八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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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改革的八个目标和结论。 

4. 10 月 22 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国库部公使衔参赞唐瑞秋

女士和参赞郝薇女士拜访了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教

授，介绍了澳大利亚强积金制度的一些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养老金

融 50 人论坛的发展情况和相关课题研究情况。同时，双方就养老金

融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后，双方表示希望建立关系并进

行更多的深入交流。 

5. 10 月 26 日-27 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

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中国养老

金融 50 人论坛、北京金融控股集团等机构联合主办的 2019 全球财富

管理论坛在北京国际财富会议中心召开。27 日下午，“养老金融与财

富管理的融合发展”分会顺利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国养老金融发展

报告（2019）》。随后，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教授，

论坛核心成员、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首任总裁冯丽

英女士，论坛核心成员、平安集团执委、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甘为民先生，论坛核心成员、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童威先生，中国银行养老金业务部副总经理陈卫星先生分别结合

自己的行业经验就“养老金融与财富管理的融合”发展发表了自己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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