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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管理更趋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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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9％
稳中向好态势更趋明显

受托责任、受托能力待提升
新华社上海 7 月 17 日电 我国
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数量大、持续
久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养老金
行业的发展变革、养老金市场化、规
范化管理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
日前“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
上海峰会”在沪召开，与会专家和业
内人士认为，养老金本质上是信托
治理模式下的资产管理，受托机构
要更好地履行信托责任、提升受托
能力。
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商
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要扩大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供给，拓
宽服务领域，提升保障能力。太平
洋寿险董事长徐敬惠认为，这进一
步凸显了国家对商业保险机构的重
视。养老金市场的启动，意味着养
老金市场将迎来重要的发展里程
碑。
“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们国

家养老金行业有意义的一年。企业
年金规模突破 1 万亿元，全国社保资
金规模突破两万亿元。”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董克用指出，新时期养老金
发展中遇到的核心瓶颈问题就是受
托责任，我们把养老钱交付给金融
机构，无论是保险、基金还是银行，
相当于是托付给他们，所以养老金
本质上是信托治理模式下的资产管
理。
养老保障体系包括三大支柱：
一是国家层面的基本养老保险，二
是企业层面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
金 ，三 是 个 人 层 面 的 商 业 养 老 保
险。目前我国的三个支柱发展不均
衡，第一支柱比重较大，但面临较大
的资金需求缺口，而第二、第三支柱
比重小。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真正意
义上的商业养老保险（退休后分期
领取）的保费收入为 1500 亿元，占比

仅为 4.4％，有效承保人次只有 1707
万。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占比均超过
35％。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
燕绥认为，我们要壮大养老体系的
第二支柱尤其第三支柱，养老金管
理走信托模式是必然，目前在全球
资本市场上，养老金信托和基金类
管理已经占到了 80％的份额。
当前，保险机构管理养老金、年
金的能力正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今
年一季度，国寿养老、太平养老、平
安养老、泰康养老等 6 家具备年金或
养老金管理资质的养老险公司，管
理资产规模同比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上涨。
不过，我国养老金管理的市场
化进程在发展初期也存在一些实际
问题。长江养老保险党委书记兼总
经理苏罡概括为：
“受托角色存在虚

化现象、落实工作缺乏抓手、行业缺
乏统一服务标准、受托人专业能力
有待提高。”
苏罡表示，未来养老金管理将
朝两大方向转变：一是管理更趋于
市场化，二是规范化的严谨态度。
尤其是在企业年金过去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受托人的角色逐渐被各方
认可。经过十年发展，我国企业年
金积累规模跃上万亿元台阶。其中
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末，企业年金
法人受托管理规模达到 7204 亿元，
达到整体市场规模的 65％。
苏罡建议，未来养老金受托人
的角色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在资产
配置、资产管理顾问方案等方面，发
挥其有效的作用，提高受托管理的
绩效。此外，面临科技的发展，人工
智能的发展，受托人可以改善制度
化处理的平台，通过智能化提升整
个养老金管理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国
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数据，初步核
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381490 亿
元 ，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 ，同 比 增 长
6.9％，其中一季度和二季度均同
比增长 6.9％。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第二产
业增加值增长 6.4％，第三产业增
加值增长 7.7％。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呈现增长
平稳、就业向好、物价稳定、收入增
加、结构优化的良好格局，经济发
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
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
宏说。
生产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0.9 个百分
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3％，增速与一季度持平，比上年
同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
需求方面，上半年，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 280605 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6 个百
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2369
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一
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扎实推进。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 76.4％，比上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6 月末商品房待售
面积同比下降 9.6％，降幅比 3 月末
扩大 3.2 个百分点。5 月末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1％，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1 至 5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
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62 元，同
比减少 0.04 元。短板领域投资较
快增长。
“但也要看到，国际上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长期积
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邢志
宏说，要不断巩固稳中向好基础，
力争更好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
目标。

一句话新闻

“以水为伴”
躲高温

7 月 16 日，市民和游客在重庆洋
人街水上乐园戏水纳凉。当日，重庆
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个区
县气温达 37℃以上。众多市民和游
客来到重庆洋人街水上乐园“以水为
伴”，躲避高温，乐享清凉。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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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厂自动化无线网络技术规范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电影市场逐渐成熟
●中医悄然成为海南国际旅游新名片
●2017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南赛区落幕
●调查发现：台湾近三分之一少儿有精神疾患
●金融科技时代：
互联网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加速融合
●残疾人田径世锦赛中国队再添两金
●费德勒第八次赢得温网冠军
●彭健烽、
何超包揽世锦赛男子 1 米板冠亚军
●科学家成功用电场引导神经干细胞移动
●研究发现澳东南海底塑料微粒污染严重
●韩国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和红十字会会谈
●加拿大森林大火持续超一周，
3 万多人被迫撤离
●美国亚利桑那州山洪暴发造成至少 9 人遇难
●一名美国公民因涉嫌间谍活动被伊朗法庭判处 10 年监禁
●埃及军方称应与美军加强反恐合作
●英国财政大臣说政府已考虑“脱欧”过渡安排
●刚果（金）沉船事故造成 27 人死亡 54 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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