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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16日电《经济参
考报》1 月 16 日刊发题为《个人养老金
制度全国落地进入倒计时》的报道。文
章称，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有望在 2020
年正式落地。近期，银保监会、财政部、
人社部等多部门对构建多层次养老保
险体系，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作
出部署。

记者获悉，除了将个人养老金制度
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外，更多利
好个人养老金产品发展及投资的政策
正在加紧酝酿，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
商业养老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有望成
为第三支柱产品，鼓励养老金投资增配
权益性资产和另类资产政策或将适时
出台。与此同时，养老金管理公司许可
准入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伴随养老金融
对内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地，我国养老金
管理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层
次构成：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的基本养
老保险为“第一支柱”，占主导地位，规
模已超 6 万亿元；政府倡导并由企业自
主发展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第二
支柱”，规模约 2万亿元；包括个人储蓄
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个
人养老金制度被称为“第三支柱”，仅在
部分地区试点，规模尚小。

作为缓释基本养老金压力的重要
一环，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 2020 年伊
始鼓点渐紧。银保监会近半个月连发
两文，将完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鼓励
金融机构发展养老产品作为工作重点
之一。13日，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再度强调，加快第三
支柱改革的顶层设计，下一步将把第三
支柱的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并
把第三支柱的发展作为国家重点战略
纳入到“十四五”规划之中。人社部在
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构建
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养老保险第
三支柱发展。

“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对我国金融
体系建设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具有多重
积极意义，按目前的节奏，预计最快上半
年落地。”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

大智表示，个人养老金为建设更有韧性
的金融市场提供了长期战略性资金支
持，也提高了个人老年经济支持能力，特
别是满足了未能参加年金计划劳动者的
制度化补充养老保障需要，此外，进一步
强化了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据监管人士透露，当前国家已从
重点发展战略的高度，谋划第三支柱
养老金的发展。预计后续将在多个方
面完善政策支持，包括出台政策激励
措施，完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
策，研究制定将个人储蓄转化为个人
储蓄养老金的政策，以及制定出台第
三 支 柱 养 老 金 投 资 收 益 免 税 相 关 政
策。此外，金融监管部门也将加快制
度建设，制定适合养老投资的金融监
管办法，减少资本市场风险因素，增强
养老资产投资意愿。

个人养老金领域已成为备受关注
且潜力巨大的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截至 2018年年底，我国 60周岁及
以上人口已达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远超 10％的国际老龄化标准。
毕马威报告预计，2018 年至 2050 年中
国 老 年 人 比 重 将 从 12％ 快 速 升 至
30％，中国个人养老金市场潜力可达万
亿元级别。

面对即将开启的万亿元级别个人
养老金市场，金融机构正跑步入场、加
速布局。

截至 2019年年末，养老目标基金产
品总规模已超 430亿元，较 2019年年初
大增近 150％。税延养老保险试点一年
多来，已有 23 家公司参与税延养老保
险试点，66 款产品上市，累计实现保费
收入 2 亿元，参保人数 4.52 万人。银行
方面，各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几乎全部开
设了养老理财产品条线，近期密集开业
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中，中银理财、光大
理财、招银理财均已发行养老理财产
品，交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等多
家理财子公司将养老主题列为其主要
的新产品类别。

工银理财总裁、董事会执行董事唐
凌云表示，理财子公司应该把握商业化
养老市场崛起的趋势，推动银行理财更
好地对接养老需求，推动银行理财产品
纳入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研
究员关博预计，下一步，个人养老金制
度的建立应该以个人养老金融账户为
基础，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组合选
择，既有已经开展试点的税收递延养老
保险等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也包括养老
目标基金、养老理财等其他养老金融产
品形式，使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养老
目标、投资需求、风险偏好，构建适合自
己的灵活化养老资产组合。同时，要积
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更多
人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有望今年落地

著名播音员赵忠祥 16日凌晨 7时 30分
在京去世，享年 78 岁。赵忠祥的儿子赵方
发文称，父亲于去年年底感到身体不适，就
医检查，发现身患癌症，已经扩散。“为了不
影响家人的心情，父亲一直乐观而积极地
配合治疗。他非常尊敬医护人员，多次向
他们表示感谢。住院期间，母亲一直陪伴
在身边，尽心照顾，直到父亲安详离去。”

赵忠祥 1942 年出生，是我国第一代电
视主持人。1959 年，他进入中国中央电视
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担任播音员，是中国
第 二 位 电 视 播 音 员 、第 一 位 男 播 音 员 。
1979 年，赵忠祥随邓小平访美期间采访美
国总统卡特，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
国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赵忠祥是

《新闻联播》第一位出镜播报的播音员。
1983 年，赵忠祥主持五四蒲公英青年智力
竞赛，也是在这个节目中，中国大陆首次使
用了节目主持人这个称谓。

最为观众念念不忘的是他主持中央电
视台《动物世界》栏目，赵忠祥一直为《人与
自然》和《动物世界》配音，30年共解说 2500
部集。1983 年以来，赵忠祥先后 12 次主持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晚年的赵忠祥依旧活跃在电视荧屏。
除了主持《舞林大会》，2011年，赵忠祥与广
西卫视联手推出中国第一档实景思辨秀节
目《老赵会客厅》。2017 年，赵忠祥在河北
卫视《中华好诗词》中担任大学士。2018
年，赵忠祥先后出现在湖南卫视《我们的师
父》和《声临其境》中，为好友倪萍助阵。

据《北京晚报》报道

著名播音员
赵忠祥病逝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藏身境外
的赌博平台，通过发展境内代理的形
式，吸引 50 万注册会员参与，累计投注
额超过 100 亿元。公安部 16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了 2019 年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整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 10
起典型案件。其中，在公布十大典型案
例中，有一起江苏省公安机关侦办的部
督专案。

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挥下，江苏省
苏州市张家港市公安局成功侦破该起
特大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

据悉，2018 年 4 月，苏州张家港市
公安局工作发现，一境外赌博团伙通过
大量发展境内代理，搭建赌博网站，并
在境外设服务器，开发手机APP客户端
等赌博平台，吸引中国公民参与“快 3”
赌博。2018 年 12 月，公安部挂牌督办
此案。去年 8 月，公安部部署指挥开展

集中收网行动。在我驻柬、驻菲使馆大
力支持下，专案组会同柬埔寨、菲律宾
执法机构在境内外抓获犯罪嫌疑人 335
名，冻结扣押银行账户 1700 余个，查封
房产 25 处、豪华车辆 11 辆，总价值 3 亿
余元。

“玩了两年，输了 60万元。”27岁的
网络赌博玩家王某向办案民警陈述，最
初，他和很多人一样，只是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玩几十元一把的，结果十赌九
输，输了钱心态就变了，就变本加厉地
赌，最终深陷赌博泥潭，不仅输光家中
积蓄，还欠了很多债，还好家人及时发
现并报警。

张家港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办案民
警介绍，让王某输光家产的赌博游戏名
为“快 3”，即选三个数字，可以押“大
小”“单双”等，赔率最高可达惊人的
189 倍，“高级会员”每个彩种单注最高

可投注 10 万元，两分钟一局。这一赌
博平台由一个叫“大巨人公司”的犯罪
团伙开发运营。高频率、高赔率的赌博
形式，让该犯罪团伙平均每月非法所得
超过 1000万元。

办案民警还介绍，这一赌博团伙在
运营过程中，会对玩家手上的资金通过
后台实时监测，对赢取分数较多的玩家
单独设置输赢比例，针对性杀分，以达
到巨额盈利的目的，让赌资较大的玩家
从来都是有来无回。

经查，这一犯罪团伙实际控制人为
福建一黄姓三兄弟及其妻儿、亲戚。截
至 2019年 8月被查获，这一犯罪集团分
布在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厦门市、龙
岩市、湖南省常德市、广东省广州市和
柬埔寨、菲律宾的成员超过 500 人，获
利达数亿元。

这一犯罪集团主要头目在境内遥
控指挥，境外派团伙成员负责管理。所
有员工统一佩戴橘红色工作牌，上下班
由车辆统一接送，护照统一扣押管理。
人员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有的负责网
站维护，有的管理赌资往来，还有专门
的客服。

运营平台虽在境外，但赌资还是在
境内往来。这一犯罪集团直接控制境内
代理及赌客，由赌客或代理通过微信扫
码、支付宝转账、银行卡汇款等方式直接
向赌博团伙在境内的账户中进行转账、
提现业务，涉案银行卡超过两万张。

张家港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已有 22
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江苏警方侦破特大跨国网络赌博案

家住临沂市平邑县的李女士,今年 63
岁。2019 年 8 月开始出现莫名的胸闷气短
症状,咳嗽咳痰,还带有血丝,一直未予以重
视。4个月过去了,她的症状没有明显好转,
家人带她到当地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
后,一家人慌了神。

经过多方打听,2019 年 12 月 24 日,家属
带着李女士走进了山东省胸科医院,找到医
院胸外科五病区主任王传庆与副主任祝淮
阳。看过老人的病历资料,结合医院的影像
检查,王传庆与同事们一致认为患者右侧胸
腔占位性病变可能来源于胸膜或肺脏,保守
治疗无效,需进行右侧胸腔肿物切除术。

经过积极完善的术前准备后,李女士被
推入手术室,准备接受切除手术。8时 50分
手术正式开始,王传庆主刀,逐层打开胸腔
后,发现瘤体蒂位于右肺上叶后段,瘤体大
小约 25×20×18cm。20 分钟后,李女士胸腔
内的瘤体被完整切除。

10 时,手术结束,李女士被平稳送回了
病房。从李女士身上切下来的大肿瘤,比正
常成年人五个拳头还要大。看到如此巨大
的肿瘤被切除,李女士的家属如释重负,也
向王传庆和他的团队表示了感谢。

李女士术后一切稳定,据了解,手术取
下的肿瘤,将进一步检查,以明确组织来源,
为病人下一步的治疗提供必要的依据。

据《齐鲁晚报》报道

胸腔里长出
西瓜大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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