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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每8人中有一位老人
按照我国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60岁

以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 10%或 65 岁以上
老年人达到 7%，称之为“老龄社会”。相
关数据显示，1999年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
超过 10%，这就意味着我国早在 19年前就
进入了“老龄社会”。

负责全省老龄工作的有关人员对此
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老龄化程
度相对低些，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也晚
了 10年，于 200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6
年年底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老龄人口约占
总人数的 17.3%，我省占比为 12.4%，也就
是说每 8人中有一位老人。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让人不得不关注
另外两个关键词，即“人口抚养比”和“人
口红利”“人口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
年龄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反映社会负
担的相对程度。“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
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劳动力
供给相对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
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段时期人口经济
学家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期”。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人口的平
均寿命为 76.3 岁，我省的平均寿命为 71.7
岁；全国的人口抚养比为 25.05，我省的人
口抚养比为 17.95，从这两组数据中可以
看出，我省的人口抚养负担低于全国，人
口红利大于全国。

虽然我省人口老龄化严峻程度低于
全国，但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依然任重道
远。

老龄化带来四项挑战
省老龄办工作人员分析，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将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代
际关系、城乡发展四个主要领域带来挑战。

其中在经济发展方面，人口老龄化对
供给侧的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技术进
步以及需求的投资潜力、消费增长均有显
著影响。据专家预测，2011 年至 2050 年，
如果应对不力，人口老龄化可能使经济年
均增长率压低约 1.7个百分点。

在民生保障方面，老年人口的养老保
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需求持续攀升。
预计 2015 年至 2050 年全社会用于老年人
的养老、医疗、照疗服务与设施方面的费

用 占 GDP 的 比 例 ，将 由 7.33% 增 长 到
26.24%。

在代际关系方面，老年抚养负担持续
增加，目前是不足 4.2个劳动力抚养 1位老
年人，到 2035 年将出现 2 个劳动力抚养 1
位老人的局面，这一变化容易诱发代际利
益分配矛盾和冲突。

在城乡发展方面，大量农村年轻人口
迁往城镇，加速了城镇化发展进程，但加剧
了农村老龄化程度，这将深刻影响
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发展活力，加
大了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危机催生许多机遇
相关人士表示，令人欣慰的

是，人口老龄化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
发展带来许多新机遇。

由于老龄化所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
在六个方面，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倒逼
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老年群体消费需求
的迅速增加，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利于老龄产业做大做
强；社会养老保险和金融型养老资产的增
加，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充足的长期资金供
给，有利于发展壮大资本市场；现在 50 岁
左右、即将步入老年群体的的人，大多都
有知识、有经验，养育子女负担轻，继续为
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意愿在不断提升，成
为可开发利用的潜在人力资源；人均耕地
面积增加，就有利于土地流转，和规模化
经营，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当前的老年人和未来 10 年进入老年队伍
的人口，大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成长起来的，是党的思想、路线、方
针、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实践者和倡导
者，这一群体的扩大，有利于保持社会
稳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老龄化产业
隐藏着无限的商机，如养老地产、养老金
融、老年用品、老年旅游、养老机构、医养
医院、老年教育等产业，都是未来的朝阳
产业。

青海每8人中就有一位老人

直面老龄化：新挑战蕴含新机遇
本报记者 龙腾飞

本报讯（记者 龙腾飞）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特检院）
正在我省筹建青海技术中心，以助力我省特种设备
检验工作。

中国特检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属的科
研事业单位，在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领域具有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家级、开放型的技术资源和权
威检测研究能力。为构建特种设备检验工作长效机
制，从根本上解决我省特种设备检验力量不足的突出
问题，今年年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与中国特检院签
订《青海省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协作协议》，并开始
筹建中国特检院青海技术中心。近日，中国特检院相
关负责人来青，就青海技术中心筹建事宜与省质监局
对接，并就完善特检长效工作机制等商议。

据了解，青海技术中心是中国特检院设立在青
海的常驻机构，主要从事青海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及评价工作，是中国特检院新技术、科研成果试验及
实践基地，以“扎根高原，服务当地监察机构”为宗
旨，以保障青海省特种设备的安全。目前，青海技术
中心建设工作就绪，已可开展特种设备检验工作。

中国特检院

设立青海技术中心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自 2015 年底小微企业名
录系统（青海）与全国同步建成上线以来，青海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持续完善系统建设，依托市场主体登
记信息实时更新小微企业库信息，及时补充完善扶
持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和享受政策信息，逐步建成
了小微企业帮扶政策一站式查询平台，为各银行机
构实施金融扶持提供了便利。

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截至目前，小微企业名录
系统已公示政策文件 98份，发布要闻动态 162条；公
示金融、财政、税收等办事导航 95条；公示各类企业
享受政策信息 4881条；录入小微企业基础信息 32万
条；访问量达 11.5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仅建行系
统就利用该系统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28亿元。

接下来，省工商局将积极与银监部门协作，依托
本地小微企业名录系统，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提供金
融信贷信息，开展互通互联合作，促使有条件的小微
企业直接点击进入线上申贷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切
实把小微企业名录打造成为扶持小微企业的主要数
据平台和服务平台，助推小微企业发展。

小微企业帮扶政策
一站式查询平台建成

本报讯（记者 龙腾飞）本报《财经
周刊》开设以来，先后有市民向记者反
映，自己办理“不限流量套餐”后，经常
遇到网速特别慢的情况，他们认为运营
商的宣传忽悠了消费者，应该予以纠
正。

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国家“提速
降费”政策的推行，这两年流量资费明
显下降。今年 4月 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明确提出，今年 7月 1日起，电信企
业将取消流量“漫游”费，同时要确保今
年流量资费降幅 30％以上。在三大运
营商“提速降费”任务的执行过程中，最
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多款“不限量”

套餐，并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但随着“不限量”套餐的广泛使用，

部分细心人也发现了问题。“办卡的时
候不限流量，后面才说超过流量时会限
速，让人有种受骗的感觉！”西宁市民侯
女士反映，春节前夕，她经营业厅工作
人员推荐，办理了“不限量”套餐，后来
在使用过程中运营商却短信通知要降
速，网速也降低许多，有时甚至网页都
打不开。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此前在
联通、移动、电信的网上营业厅看到，运
营商在显要位置对“不限量”套餐推荐，
并以“流量不限量”“不限流量不羡仙”

“不限量共享”等宣传，但在正文中鲜见
“限速”提示。

6月 11日，就在记者对此事进一步
走访时，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三大运营商发文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
部相关司局的会议要求，表示要立即开
展自查自纠，规范宣传经营行为，确保
用户明明白白消费。6月 12日，记者再
次登录各运营商官网时看到，各网站对

“不限量”套餐均注明降速阀值，如电信
199 元“天翼不限量套餐”的具体降速
阀值为 40GB。但与官网不成正比的
是，三大运营商客户端的情况仍未得到
整改。

不限流量却限速 这些套路该停了

本报讯（记者 龙腾飞）为发挥财政
资金的鼓励、引导、带动作用，加快重大
工业项目实施步伐，推进我省工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省经信委、省财政厅
近日联合发布《青海省 2018 年工业转
型升级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据了解，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范围为重大项目建设
及技术改造领域、装备制造和生物医
药及军民融合领域、重大前期领域、

信息服务领域、化解过剩产能领域、
物资储备领域，其中在信息服务领域
将支持两化融合及电子信息制造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工业网络
优化升级项目、电子信息制造项目、
大数据应用及软件研发与信息技术服
务项目、重点行业大数据创新应用项
目、软件研发与信息技术服务等。根
据 《指南》，对于符合申报要求的企
业、项目等，专项资金将采取分阶段

目标、分阶段考核、分阶段下达的后
补助资金管理模式，根据实施进度和
实施目标完成情况分批下达专项资
金。确定项目后，将先拨付部分资
金，项目通过验收后再下达后补助资
金，并优先支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内的优势企业、工业稳增长和转
型升级成效明显市 （州） 的项目。同
时，也会视项目情况给予贷款和贴息
贷款支持。

我省专项资金支持工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龙腾飞） 日前，随
着西宁市城西区虎台街道党工委 8 个
社区 （村） 党支部“双基联动”信贷
工作室的成立，青海银行在全省设立
的“双基联动”合作贷款办公室超过
100家。

近日，青海银行城西支行与城西
区虎台街道党工委下设的 6 个社区党
支部、2 个村党支部举行签约仪式，

联合成立了 8 家“双基联动”信贷工
作室，使得信贷服务覆盖城西区整个
管辖社区。根据协定，青海银行城西
支行将与各党支部通过互派干部等方
式，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大力支持城
西区居民消费升级、“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再就业、个体工商户等普惠领
域，将青海银行优质金融服务覆盖到
城西区千家万户。

至此，青海银行“双基联动”合作贷
款办公室已达 100家，“双基联动”合作
贷款余额达到 2.22亿元。下一步，青海
银行将通过与基层党组织合作，充分发
挥青海银行资金、信息、人才等优势，聚
焦社区，聚焦村镇，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更好地服务社区和农牧区群众，实现普
惠金融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打通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

青海银行

“双基联动”信贷工作室达1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