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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

从 方面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年底前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份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挥商业养老

保险助力“老有所养”作用的重要文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详细解读了这份意见。

黄洪说，从国际上看，在养老保
障体系建设上一般采取政府、企业、
个人三方共担养老责任的体系，也就
是业内常说的“三支柱”体系。第一
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发起并
承担责任，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一
般由企业发起，企业和个人共同缴

费，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建立的完全
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商业养老保险是
重要组成部分。

他表示，在我国养老“三支柱”体
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保基
本”的目标基本实现，但二、三支柱发
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产

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覆盖面很小，难
以满足公众养老保障需求。

商业保险机构有哪些用武之
地？黄洪认为，商业保险机构要发
展安全性高、保障性强、满足长期或
终身领取要求的商业养老年金保
险，并提供企业（职业）年金计划等

产品和服务，有序参与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
营。监管部门将引导发展老年人意
外伤害、长期护理、住房反向抵押等
商业养老保险，逐步建立长期照护、
康养结合、医养结合等养老服务保
障体系。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
险，是指允许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
投保人在个税前列支保费，等到将
来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税，这是
一种通过降低投保人当期税务负担
的税收优惠。

这一税收优惠业内呼吁多年。

意见提出，落实好国家支持现代保险
服务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
惠政策，对商业保险机构一年期以上
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
2017年年底前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对于业内关注的产品设计问

题，黄洪表示，要坚持“收益保证、
长期锁定、终身领取、互助共济”的
设计原则，产品要透明、可选择，老
百姓投保缴费、产品收益、保险公司
收费等信息可随时查询，防止销售
误导。

“保险业已经基本做好了税延

养老保险试点的准备工作。”黄洪
说，在监管规制方面，已经有了一个
初步的框架；在示范条款方面，有了
一个初步的示范条款；在信息技术
保障方面，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了税延养老保险
试点的信息系统。

意见明确，推进商业养老保险资
金安全稳健运营。坚持风险可控、商
业可持续原则，发挥商业养老保险资
金长期投资优势，稳步有序参与国家
重大战略建设实施，参与重大项目和
民生工程建设，促进商业养老保险资
金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审慎开展境
外投资业务。

作为老百姓的“养老钱”，商业养
老保险缴费和领取时间跨度比较长，
如何确保资金营运安全，并实现保值
增值？

“我们将从强化资质管理入手，
设定较高准入门槛。”黄洪说，保险机

构要经营商业养老保险，首先要看精
算技术和人才储备符不符合要求，投
资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偿付能力，以
及股东可持续增资能力等也尤其重
要，保监会将综合评估，确保资质过
硬。

资质是敲门砖，进入到商业养老
保险市场的保险机构，无论产品开发
还是资金运用，都不能突破市场规
则，监管制度建设必不可少。

黄洪说，要把握商业养老保险
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特征，确保商业
养老保险资金稳健运营，逐步形成
一套有别于普通保险资金运用的

规章制度。保监会将力争在保险
法修订中体现商业养老保险
资金安全稳健运营的要
求，同时完善现行保险资
金运用规则，逐步建立
商业养老保险资
金运用监管评
价指标体系。

（新华社
北京7月 4日
电 记者谭谟
晓）

商业养老保险
是养老保障体系
重要组成部分

保险业已基本做好
税延养老保险试点
的准备工作

对保险机构进入
设定“高门槛”
确保资金营运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7月4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
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
见》，从4个方面部署推动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工作。

商业养老保险是商业保
险机构提供的以

坚持改革创新，提升保障水平
坚持政策引导，强化市场机制
坚持完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创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
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推进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安全稳

健运营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同，
研究解决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

我国母乳库发展调查：

捐赠数量少 标准不统一

近日，北京首家公立医院母乳库在协和
医院成立，捐献母乳这一新鲜事物引发人们
关注。

自2013年我国内地首家母乳库在广州
诞生至今，沪渝苏陕京等地已陆续成立了十
几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母乳库
“各自为战”，尚未形成统一建设标准，捐赠数
量少，有的医院母乳库仅能满足一成孩子的
需求。

6月 24日出生的一诺是一名早
产儿，一诺的母亲生产后迟迟没分泌
母乳。由于身体机能发育不足，一诺
对配方奶粉不耐受。家人多方打听到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有母乳库，经过新
生儿科及营养科医生共同会诊，确认
可以使用母乳库中捐赠母乳。

护士用注射器将接近体温的母乳
每小时一次、每次5毫升喂给一诺。“吸
收情况良好，体重已逐渐增长。”北京太
和妇产医院母乳库负责人武文艺说。

“母乳是新生儿最理想的口粮。
对于早产儿，母乳不仅是食物，还是
良药。”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李
正红说。

“大量研究表明，早产儿胃肠道功
能发育不成熟，消化吸收能力弱，如果
强行多摄入，可能造成坏死性小肠结
肠炎。母乳较之配方奶更易吸收，且
含有独特物质，可增强胃肠道动力、促
进胃肠道成熟。”李正红介绍，此外，对
于严重感染、术后喂养困难、严重牛奶
蛋白过敏儿童等，母乳也有无法代替
的作用。

由于大部分早产儿的母亲从生理
上还未准备好泌乳，还有一些患儿母
亲因为疾病、服药等原因自身不具备
哺乳条件，就需要像血库一样可以存
取母乳的母乳库，提供医疗救治。

母乳库在国外已有超过100年的
历史，在我国则起步较晚。2013年3
月，内地第一家母乳库在广州市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成立，此后在上海、重
庆、南京、西安、北京等地相继落户。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的母乳库运
行标准不一，捐赠少，难以满足需求。

——捐奶数量少。“四年来共收集到
112.2万毫升捐赠母乳，捐赠人数750
人、次数4720次。”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临床营养科主任刘喜红介绍，“总受
益患儿278人，包括早产儿、肠道术后营
养不良患儿以及肿瘤化疗等患儿等。”

“医院每天都有近90名早产儿和
病患儿需要母乳支持，但只有一成的
孩子能够得到满足。”刘喜红说。

——标准不统一。记者梳理发现，
仅低温保存环境一项，在北京、广东、上
海的四家母乳库，就有零下25摄氏度、
零下30摄氏度、零下80摄氏度三种标
准。再比如，为保证捐赠母乳可追溯
性，采集、捐赠流程信息如何保存、保存
多久，各家母乳库的规定也不同。

“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导致各家
母乳库运行情况参差不齐。有一台冰
箱、一台消毒机就能叫母乳库吗？”李
正红说。有的医院明知道捐赠母乳有
好处但不愿意接受，主要是因为缺乏
统一、明确的操作流程。

——运营资金短缺。武文艺告诉
记者，医院接受150毫升母乳的成本将
近1200元，包括一次性吸奶装置、血液
分析、巴氏消毒、细菌培养等。再加上
母乳成分仪、电动吸奶机、消毒设备、储
藏设备等硬件配置，医院年投入超过30
万元。“由于没有收费标准，目前国内母
乳库均为无偿捐赠、免费使用。维持正
常运营的耗材、设备等，一般靠慈善捐
赠或医院自筹。”李正红介绍。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是正规母
乳库捐赠数量不够，另一方面，近年来
出现了大量网上交易母乳的情况。记
者在某闲置物品交易网站看到，一个
名为“母乳人奶冻奶置换平台”的讨论
区已有2.5万名成员。

“有武汉的宝妈出售母乳吗？可支付
费用。”“全部用专业储奶袋装，每袋200
毫升，五元一袋，限无锡同城自提。”……
类似的信息每天都会更新数十条。

“这种线上渠道购买母乳非常不
安全，即便是相熟的亲戚朋友之间，也
存在安全风险。”李正红表示，饮食、用
药、生活习惯、是否携带传染病等都会
对母乳质量造成影响，且喂养涉及多
次、多元输入，影响因素相当复杂。

据了解，为保证安全，母乳库对捐
献者有严格的筛选程序。“首先进行初
筛，了解捐献者的家庭环境和生活习
惯，以及服药情况、有无吸烟饮酒吸毒
历史等；然后进行梅毒、艾滋病、巨细
胞病毒、乙肝等血液检测。”武文艺介
绍，母乳库不接受冷冻奶，只能由专业
人员在医院或上门用专业设备当场采
集。“采集后的母乳要经过巴氏消毒，
进行细菌培养，才能进入低温保存环
境，最多可保存6个月。”

“捐赠母乳具有食品、药品、生物
药品的多元属性，该由哪个部门承担
监管主责现在还不明确。”李正红建
议，尽快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引导闲置
母乳进入正规母乳库。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梁天韵 林苗苗 肖思思）

《意见》指出 《意见》提出 《意见》明确 《意见》强调

等为主要内容的保险产品和
服务，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养老风险保障
养老资金管理

发展商业养老保险要

从4个方面推动商业养老
保险发展

加强投资和财税等政策支持，
完善地方保障支持政策

为商业养老保险健康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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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副主席详解《意见》

早产儿良药
国内仅十几家母乳库

捐奶量较少
有的仅满足一成孩子需求

渠道安全重要
亟待统一标准保证质量

养老保险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3日就
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案进行首次法庭聆讯，宣
布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暂不得保释，在下
次庭审前得继续收押。第二次聆讯定于当地时
间5日下午进行。

首次过堂仅9分钟，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第二次聆讯主要做什么？嫌疑人面临什么罪名
和量刑？章莹颖为何迟迟下落不明？她的家属
可否获得赔偿？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
代理华人律师王志东向新华社记者一一解读。

第一次法庭聆讯结果是好是坏？

王志东介绍，首次聆讯结果基本正常。其
间，法官问控辩双方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参加庭
审，检方称已准备好，辩方表示还需要更多时间
准备，于是法官给了几个不同日期和时间选择，
在辩方律师认可的情况下，选定5日下午3时
再次开庭。

嫌疑人认罪吗？

首次聆讯没有涉及认罪环节。嫌疑人始终
保持沉默。

下次聆讯关于什么？

王志东说，首次聆讯中，检方表明立场，要
求继续羁押嫌疑人。

严格意义上，首次聆讯宣布嫌疑人暂不得
保释，相当于“还押候审”。辩方律师说还需要
时间考虑保释申请，下次聆讯才能确定有关保
释的问题。

王志东说，下次聆讯也是继续走法律程序，
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嫌疑人是否会对社区
里其他人造成伤害？第二，嫌疑人是否会逃跑？

嫌疑人面临什么罪名和量刑？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目前检方是以绑架罪
向联邦法院起诉克里斯滕森。

当地的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莎
伦·保罗在首次聆讯结束后向媒体表示，如果克
里斯滕森最终被判绑架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
身监禁。

王志东分析说，如果今后检方掌握更多重
要证据证明嫌疑人杀害了章莹颖，可能会改以
谋杀罪来起诉他；若谋杀罪名成立，最高量刑可
至死刑。

章莹颖的下落为何迟迟不明？

按照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方的说法，对章
莹颖的下落仍是“正在搜寻中”。

联邦调查局此前在声明中说相信章莹颖已
遇害。只是，按照程序以及从严谨性考虑，联邦
调查局不会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宣布或假
定一个人已遇害。

据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警方极有可能已
掌握章莹颖遇害的事实，甚至了解和掌握更多
关键性线索，但目前无法系统性把证据串联起
来形成“证据链”，以解释和证明整个犯罪过程，
因此还需要时间进行证据和证物分析，以最大
程度证明和判定嫌疑人的罪行。

此案会否涉及赔偿？

王志东说，可能获得的赔偿、补偿都只能来
自向嫌疑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而非来自学校、政
府。向嫌疑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也只能以其个
人财产为限。

此外，若章莹颖在赴美前购买了相关保险，
或可根据保险条文获得相应赔付。其他类型补
偿恐怕只能来自民间爱心捐赠。

王志东说，他本人会继续提供法律援助，以
及非法律方面的相关帮助。 （新华社专特稿）

现年26岁的章莹颖今年4月以访问学者
身份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学
习。当地时间6月9日14时左右，她在坐上一
辆黑色“土星”牌轿车后失踪。联邦调查局将这
一事件定性为绑架案。

联邦调查局 6 月 30 日宣布，当晚逮捕 27
岁的白人男子克里斯滕森，指控他涉嫌绑架
章莹颖。联邦调查局表示，根据讯问嫌疑人
的记录以及收集到的相关线索，相信章莹颖
已经遇害。 （新华社专特稿）

章莹颖绑架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日前在章莹颖绑架案
嫌疑人布伦特·A·克里斯滕森居住的公寓进行
搜查和证据收集。 新华社记者 汪平 摄

律师解读
庭审进展六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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