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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北京∣个人存档人员和超龄人员不得再补交基本的养老保险 

6月 16日，北京市政府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通知》规定，为进

一步规范参保缴费政策，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

废止《关于印发〈关于超过国家规定劳动年龄的本市城镇人员补缴社

会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城镇职工补缴基本养

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意味着个人存档人员和超龄人员不得再

补交基本的养老金。（北京日报） 

上海∣印发《2020年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6月 28日，上海市政府网站发布《2020年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

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到 2020年底前，

全面消除养老机构重大安全隐患，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养老机构达

到 60%以上，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面提升养老

机构标准化、诚信化、品牌化水平，推动开展“上海品牌”认证，实

施养老机构质量标杆引领计划。（上海市政府官网） 

山东∣金融支持政策助力养老服务发展 

6月 23日，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发布《关

于做好金融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通知》和《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养

老保障贷”管理办法》。要求深化业务合作，切实加强对养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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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力度、精准把握政策，有效支持养老机构融资需求、强化配

套保障，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同时，依据养老机构与入住人员签

订的合同，向服务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发放的，用于支持其日

常经营、购买设备等运营支出的流动资金贷款。（新浪山东） 

辽宁∣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统一养老保险政策 

6月 8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规范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统一养老保险政策的若干意见》，就规范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统一养老保险政策提出如下意见：统一

参保范围、统一缴费比例、统一缴费工资基数核定口径、统一缴费工

资基数核定办法、规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统一转移接续办法、规范

个人账户管理、规范丧葬抚恤待遇政策等。本意见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有特殊时间规定的条款从规定之日起执行。（辽宁人社） 

 

养老金金融 

人社部∣我国养老金结存超 6 万亿元 

6月 4日，人社部公布《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2019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62873亿元。养老

保险方面，2019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57026 亿元，基金总支

出 52342 亿元。这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2919 亿

元，基金支出 49228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54623

亿元。2019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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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调剂规模为 6303亿元。（工人日报） 

人社部∣全国企业年金 2020 年一季度业务数据摘要发布 

6月 18日，人社部发布 2020年一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

据摘要显示，截至 2020 年一季度末，全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总规模

为 18645.98 亿元，比 2019 年末的 17985.33 亿元增加 660.65 亿元。

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为152.95亿元，

加权平均收益率为 0.88％。养老金产品规模累计 10653.47 亿元，首

次突破万亿规模，在企业年金基金总规模中占比 57.14％。（中证网） 

财政部∣养老金中央调剂规模超 7000 亿 广东贡献最大 

近日，财政部发布了 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数据显示，

今年中央调剂基金预计达到 7398.23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加 1095.23

亿元，增幅达到 17.4%。根据预算，有 7个省份是净贡献省，21个省

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净受益省，还有 3个省份持平。其中，第

一经济大省广东净贡献达到 645.71 亿元，占净贡献总额比重高达

36.5%，成为中央调剂金贡献最大省份。（环球网） 

 

养老服务金融 

广发银行∣宣布“加码”养老金融，构建“养老生态圈” 

6月 16日，广发银行在广州正式面向中老年客户推出集一站式养

老规划、专属养老金融产品、多项增值服务等于一体的养老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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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钻石卡”。该卡权益还涵盖医疗、生活、旅行、运动、养

老等五大领域。如专属的智能健康手环，可定期检测持卡人运动步数、

心率、血氧饱和度、血压等健康数据，并形成健康管理记录及报告;还

可以享受名医面诊、专家会诊及海外高端医疗转诊服务、高端体检等

专属服务，并有 30万额度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保障。（央广网） 

重庆∣首笔“养老管家”业务落地 

6月 22日，交通银行重庆市分行首次签约并落地该行综合金融服

务管理平台业务—“养老管家”，成功助力养老机构服务管理线上转

型，打通银企对接特色通道。交行“养老管家”是该行针对各类养老

相关主体开发的一款综合金融服务管理平台，主要为各类养老院、养

老社区等提供老人基本信息管理、费用收缴实时管理、电子账务管理

等服务，同时满足老人及家属线上缴费、便捷查询的专属金融渠道。

可嵌入养老机构自有的 APP、公众号、生活号、小程序中，对接多个

三方支付端口，缴费者通过登录、捆绑上述渠道，完成线上支付，同

时支持聚合二维码收款功能，缴费者可轻松完成扫码支付。（人民网） 

 

养老产业金融 

广西∣11 家 500 强企业投资大健康产业 计划投资 7000 多亿 

6 月 2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广西实施大健康产

业“四个一百”培育工程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广西加快实施大健康

产业“四个一百”重点培育工程。广西大力开展大健康产业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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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推动恒大、绿地（香港）、银基、万有、融创、龙光、奥

园等 11家世界 500强和中国 500强企业落户广西投资大健康产业项

目，计划投资 7000 多亿元，其中已签约待开工项目 28 个，总投资

4098亿元。（乐居网南宁） 

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落户天津 投资总额近 500 亿元 

6月 30日，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在天津静海揭

牌成立。揭牌仪式现场，中国神农谷、静海湾智慧小镇等 13 个项目

集中落户，协议投资总额近 500亿元。示范区立足于天津健康产业园

规划区和拓展区，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模式，以中医药为重点，

推进医药、医疗、康养领域的科技研发和应用转化，打造健康产业创

新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支撑，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发展体育休闲

产业，构建康体融合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打造健康生活先行

区；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支持企业、大学以及科研、医疗、体育机

构广泛开展合作，形成多领域、全方位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模式，打造

国际合作示范区。（央广网） 

南京∣颐养中心项目在溧水开工建设 总投资 25 亿元 

6月 28日，总投资 25亿元的南京市颐养中心项目在江苏省唯一

的“健康江苏实践示范区”——南京溧水开工建设。该项目将建有护

理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活动中心等，其中，护理院将设置社区医院体

检区域、规划康复训练大厅和记忆照护板块；老年公寓按照住宅户型

设计，加装适老化设施，可实现居家生活品质；老年活动中心则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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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心、社交中心、康体文娱中心、餐饮中心组成，将建设四季花厅、

健身房，图书馆等功能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加养老资源供给，

为养老事业发展和养老康复全产业链提供重要支撑。（中国江苏网） 

 

观点集萃 

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美国联邦政府禁止其养老金投资中国

股票及相关问题之分析 

前不久，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向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

员会（FRTIB）施压，要求其所管理的联邦养老金停止投资包含中国

股票的指数。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了解此项举措对中国的影响，6

月 20日上午，中国养老金融 50人论坛于召开了“美国联邦政府禁止

其养老金投资中国股票及相关问题之分析”线上专题研讨会。其中，

会议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

员林羿博士发表专题演讲。林羿博士首先从中美关系面临的五大挑战

背景入手，随后系统介绍了美国联邦政府节约储蓄养老金计划及其监

管政策，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美国联邦政府节约储蓄养老金计划的投

资设置、美国政府养老金禁投中国股票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其新通过的

《外国公司问责法》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产生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做了

系统分析。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养老金融 50人论坛） 

李一梅∣养老是基金业下一个 20 年最大风口 

近日，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做客新浪财经《基金高管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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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募基金行业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金服务养老以及基金行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探讨。李一梅认为，公募 20 年既是里程碑

也是新起点，公募 20 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未来，公募基金行业发

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一是回归本源，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二

是继续坚持客户至上的价值观。三是以更加积极的创新和创业精神走

入下一个 20 年。四是完善中国多层次养老金体系，服务好养老金投

资，这或许是未来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最大风口。五是把握资管新规

下，大资管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李一梅表示，坚信养老金业务将成为

基金行业未来 20 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养老投资不仅仅是投资，更

是引导投资者培养投资养老习惯的过程。当前，唤醒年轻人的养老规

划意识尤为重要，他们也将是最受益的群体。（新浪财经） 

何肖锋∣发挥服务优势 打造“城心养老”模式 

6 月 24 日，在大家保险集团成立一周年之际，集团拟任董事长

何肖锋接受央视网《经济战疫·云起》节目专访，就疫情下保险对社

会尤其是长者群体的作用展开讨论，并首次公开阐述了大家保险集团

布局养老产业的思路。何肖锋指出，“城心养老”是大家保险在养老

领域差异化竞争中着力打造的核心模式。大家保险将以轻资产起步，

在城市核心区域布局“临近医疗、亲近子女、更近人间烟火”的高品

质养老社区，服务有护理需求的刚需、准刚需老人。离家近、离医院

近、离公园近，老人和熟悉的生活圈只有“一碗汤的距离”，既有独

立生活空间、高品质照护服务，也方便子女和朋友日常探望，延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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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息的城市生活。此外，医疗服务是老年人的高频刚需，大家保

险将“紧邻三甲医院”作为养老社区选址的首要考量，并以此为依托，

打造集“社区医务室+互联网医院+就近三甲医院+海外高端医疗”为

一体的分级诊疗“微体系”，为社区老人提供便捷的一站式医疗照护

解决方案。（新华网） 

 

国际视野 

OECD∣OECD 地区养老基金资产 2019 年增至 32 万亿美元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的发布，2019年，OECD

地区的养老基金资产增至 32 万亿美元，其他 29 个选定的非 OECD

报告管辖区（非 OECD）增至 0.7万亿美元。按国别分析，美国的养

老基金资产规模最大，为 18.8万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其养老

金资产为 3.6 万亿美元，澳大利亚为 1.8 万亿美元，荷兰为 1.7 万亿

美元，加拿大为 1.5万亿美元，日本为 1.4万亿美元，瑞士为 1万亿

美元。因此，OECD地区养老基金资产的 90％都在这 9个国家。养老

基金资产占 GDP 的百分比中，有 5 个 OECD 国家的养老金资产在

2019年超过了该国当年的 GDP。（“普惠养老金融”信公众号） 

香港∣强积金扩大 REITs 投资范围 

6月 7日，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主席黄

友嘉在积金局网站撰文指，香港强积金在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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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投资比例和市场数目已经得到了放宽。黄友嘉表示，鉴于环球

REITs市场有相当规模，同时 REITs也能提供稳定收入，有助分散投

资，经仔细研究后，积金局决定扩大强积金可投资于 REITs的比例和

市场数目，具体包括：① 取消先前强积金投资香港、英国、美国和

澳洲四地上市 REITs不得超过基金资产 10％的限制；② 新增加拿大、

法国、日本、新加坡及荷兰的上市 REITs作为强积金的投资标的，不

过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的 10％。（投资洞见与委托） 

希腊∣大幅增加近 24 万人的辅助退休金 

截止 2020年 6月 2日，根据希腊单一社会保障实体(Single Social 

Security Entity，EFKA)的估计，大约有 23万名退休人员的补充养老

金平均增加了 75.47欧元。根据 Katrougalos算法，由于这部分退休人

员的人均基本和补充养老金之和超过 1300 欧元，根据《卡特鲁加洛

斯法（Katrougalos Law）》在 2016 年夏季降低了补充养老金水平，

此次上调只涉及这些人。最大的加薪受惠者是社会保障基金会(IKA)

所保障的 206,000名前薪金工人，该基金会已由 EFKA继承，其中加

薪幅度最大的将是前银行员工。（ekathimerini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