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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发改委等 | 养老托育服务机构一律免除租金到 2022年底

8月 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

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养老服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属于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范畴、承租国有房屋的，一律免除租金到

2022年底。鼓励各地探索将街道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国有房屋等物

业以适当方式转交政府集中改造利用，免费或低价提供场地，委托专

业化养老托育服务机构经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 为军休干部提供优质优惠专业养老服务

8月 2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提

出从军休干部养老实际需求出发，突出居家社区养老，积极推进机构

养老，明确军休服务管理机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与优质的养老服务

机构等社会力量签约，提供生活照料等多种上门服务，有条件的可设

立日间照料室，引进老年食堂或老年餐桌，并加强与街道（社区）协

调对接，帮助军休干部就近就便享受养老照护等资源。安置人数较多

的地区可与优质专业的养老机构合作建设军休干部养老机构，为军休

干部提供优质优惠专业养老服务。（退役军人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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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金融

陕西 | 2022年度职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确定

8月 8日，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

省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 2022年

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相关参数。根据统计

数据，2021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8520元。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我省 2022年

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

准为 235560元，下限标准为 47112元。（陕西省人社厅）

湖南 | 强化兜底保障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8月 13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提出，强化兜底保

障，稳步提高特困、经济困难高龄和计划生育失独老年人补助标准。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水平调整机制。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

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探索发展第三

支柱养老保险。探索通过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等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

（湖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 |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8月 8日，河南省政府提出，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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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大力发展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结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加快健全多层次

养老保障体系。推进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

和公益慈善事业有效衔接。（河南省人民政府）

山东 |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超过 3100元

8月 18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山东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士功先生介绍，十八大以来，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山东省多年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自 2016年起实现

同步安排、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目前，

全省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超过 3100元。（山东省人民政府）

云南 |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逐步提高

8月 22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本省基本养老保险法定

人员参保率达到 90%，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六连增，月人

均养老金水平达到 2813元，比“十二五”末增长了 28.92%，连续 5

年同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达到 118元。（云南省人民政府）

养老服务金融

银保监会 |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追赃挽损 1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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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8月 1日发布消息称，全国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专项办 12337平台已收到并转办

养老诈骗举报线索 57138 条。公安机关共破获涉养老诈骗案件 1.15

万起，打掉养老诈骗团伙 158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4万人，抓获

逃犯 848人，追赃挽损 118亿元。各地各成员单位共排查出养老诈骗

问题隐患 12060个，已整治 9300余个。（中国消费者报）

福建 | 鼓励支持开发具备养老属性的金融产品

8月 8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通

知，鼓励和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开发设计养老保障属性突出的金融保险

产品。鼓励通过银行保险机构加大信贷支持、提供保险保障等方式，

推动养老产业转型升级，扩大生产规模，培育一批带动力和竞争力强

的龙头企业。（福建省人民政府）

广东 | 鼓励辖内机构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8月 10日，广东银保监局联合省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医疗保障、政务服务数据管理、人民银行等

八部门制定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围绕新市民创业就业、

住房安居、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养老培训等 6方面提出 20项支持

保障措施。鼓励辖内机构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依法依规开

展养老理财、养老储蓄业务试点，发展符合城市实际的定制型商业医

疗保险业务，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广东监

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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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金融

四川 | 给予养老服务企业金融纾困帮扶

8月 1日，为积极应对疫情冲击，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制定 8项

措施支持和帮助全省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应对疫情，健康稳定发展。在

落实信贷融资支持政策方面，采取展期、续贷、降息、调整还本付息

安排等措施，给予养老服务企业金融纾困帮扶。对于符合“支小惠商

贷”等信贷产品申请条件的民营小微养老服务企业或相关个体工商户，

积极发放低利率贷款并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等。（四川省民政厅）

河南 | 财政下达资金 4.2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施项目建设

8月 5日，为推动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河南省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河南省财政厅

会同相关部门采用竞争性评审方式，确定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159个，并于近日下达补助资金 4.2亿元，主要用于支持街道（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县级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医养结合项目、智慧

养老管理和服务平台、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五类项目建

设，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大河网）

云南 | 支持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8月 22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鼓励国有资本、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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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探索设立养老服务投资

发展引导基金和养老服务融资担保基金，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

的积极性和有序性。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金融组

织、产品、服务和政策体系，支持各类金融组织加快养老领域业务发

展规划和市场布局，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展养老领域金融业务、

投资养老产业，创新养老服务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云南省人民政

府）

观点集萃

董克用 | 居家养老应该成为多数中等和低收入退休老人的选择

8月 30日，中国养老金融 5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特聘教授董克用受网易财经智库邀请，针对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发

表观点。他表示，居家养老应该成为绝大多数中等和低收入的退休老

人的选择。未来能够发展成为产业的一个是依托社区的养老服务业，

包括家庭内服务，特别是居家养老医疗服务；另外就是住宅适老化改

造等也可以形成产业。（网易财经智库）

郑秉文 | 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将提高制度运行质量

8月 2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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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高峰论坛暨中

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郑秉文表示，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是指以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度规定、统一调度使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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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统一经办管理、统一信息系统为主线，实现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事

业的统筹协调发展。郑秉文表示，实施全国统筹后，养老保险的高质

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内在效应”，即制度内的公平性

与可持续性得以改善；二是“外在效应”，制度外的财政风险有所降

低。（上证报中国证券网）

汪泓 | 要进一步探索我国三支柱体系的完善机制

8月 26日，中国养老金融 50人论坛核心成员、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院长、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汪泓在接受

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要

进一步探索我国三支柱体系的完善机制，建立各个支柱个人账户之间

的养老金转移和流动机制，逐步实现养老个人账户转移衔接。还要优

化税收方式，增强受益范围，不断扩大养老金产品池。同时在在风险

监管方面，构建人社部、财政部、税务部及金融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

（经济观察报）

董登新 |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具有补充养老和家庭理财载体的

双重属性

8月 21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

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在接受上海证券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传统

家庭理财的特点是“短炒赚快钱”，缺乏全生命周期储备下的长期投

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具有补充养老和家庭理财载体的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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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人养老金融入家庭理财当中，有望加大家庭理财中的长期投资比

重，传统的家庭理财结构将会生变。（中国证券网）

国际视野

日本 | GPIF第二个季度回报率为-1.91%

8月 5日，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报告称，截至 6月

底的第一财季投资亏损 3.75万亿日元(约 281.3亿美元)，连续第二个

季度出现亏损。该基金表示，当季回报率为-1.91%，总资产降至

193.126万亿日元。这是 GPIF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亏损，此前一个

季度，该基金下跌了 1.1%，为两年来首次季度亏损。

加拿大 | OTPP的净资产总计 2425亿加元

8月 14日，多伦多安大略教师退休金计划（OTPP）在发布的新

闻在稿中表示，截至 6月 30日，多伦多安大略教师退休金计划（OTPP）

在五年和十年期间的年化净回报率分别为 7.9%和 9%，净资产总计

2425亿加元（1883亿美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泰勒指出“在

全球市场动荡的时期，我们能为会员带来正回报，并继续朝着 2030

年达到 3000亿美元净资产的目标迈进。”（Pensions&Investment）

加拿大 | 第二大养老基金 CDPQ的净资产为 3920亿加元

8月 17日，加拿大第二大养老基金（CDPQ）报告称，其投资组

合收益率今年上半年下降 7.9%，即 336亿加元（260亿美元），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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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其基准投资组合收益率。根据新闻稿，截至 6月 30日，该养

老基金的净资产为 3920亿加元。（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澳大利亚 | 将退休储蓄池中更多资金用于印度尼西亚

8月 23日，随着政府寻求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

养老基金计划寻找更多海外投资机会，并希望将其 2.3万亿美元的退

休储蓄池中的更多资金用于印度尼西亚。印尼央行预计本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将加快至 5.5%，而澳大利亚央行预计其自身增速将从截

至 6月 30日的三个月内的 3.5%放缓至年底的 3.2%。（Bloomberg）

澳大利亚 | 主权财富基金年回报率跌至负值

8月 31日，澳大利亚未来基金报告，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资

产已跌至 2000亿澳元(约合 1371.0亿美元)以下，在市场经历一个艰

难的季度之后，该基金资产价值下降了约 60亿澳元。截至 6月底的

资产总额为 1943.8亿澳元，而 3月底为 2006.6亿澳元，其资产价值

在 2021 年 12月底曾达 2035.8 亿澳元的峰值。该基金在截至 6月的

三个月录得-3.1%的回报率，截至 6月的 12个月回报率为-1.2%。在

全球和国内通胀以及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未来基金表示，预计去全球

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壁垒和高通胀将成为未来投资环境的特

点。（Pensions&Investment、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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