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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
二十大于 2022 年下半年在北京召
开。日前，党中央印发通知，对代表选
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做好二十大代
表选举工作，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

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
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开好二十大，对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
结带领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将由全体党员推荐提名、
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的 2300
名二十大代表，肩负着9500多万名党
员、48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重托，凝

聚着全党的意志，承载着人民的期望，
履行着神圣的职责。大会期间，代表
们将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反
映广大党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讨论
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选举新一届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
出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分布广泛、党
员拥护的代表，是确保二十大顺利召
开、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的重要基
础，关系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充分
发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
达、长治久安。做好代表选举工作，是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是凝聚全党力
量、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的有力动员。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
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大意
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认真履行职责、精心组织实施，高
质量完成代表选举工作任务。

党的二十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
的优秀分子，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必须严格代表资格条件，严把人选政
治关和廉洁关。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
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选的理想信念、政
治品格和道德修养，着重了解是否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是否具有较强的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重
大问题上头脑清醒，在关键时刻经得
起考验，是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加强政治素质考察，对
政治上不合格的一票否决，凡是不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在“七个有
之”以及“墙头草”、“骑墙派”、“两面
人”等问题的都要坚决挡在门外。要
把牢人选廉洁底线，认真落实“四必”
要求和廉政意见“双签字”规定，注意
运用巡视巡察、信访、审计、专项督察
等结果，对廉洁问题“零容忍”，坚决防
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通过考
准考实思想、政治、能力、作风、业绩、
履职等方面表现情况，层层把关、好中
择优，确保代表质量。

党的二十大代表应具有广泛代
表性，必须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要
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
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
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特别是在实施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打好三大攻坚
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灾救灾等
急难险重任务和艰苦环境中表现突
出的优秀共产党员，注意推荐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生产和工作第
一线先进典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等表彰活动中被
表彰或授予荣誉称号的先进模范党
员。要综合考虑行业、领域和地区分
布，尽可能做到各个领域、各个层级、
各个方面都有代表，女党员和少数民
族党员代表应占一定比例。要严把
人选身份关，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认
定身份，坚决防止张冠李戴、弄虚作
假、“顶帽子”等问题，防止挤占生产
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确保选出的
二十大代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结构

比例要求，能够代表和反映各行各
业、各个方面的党员意愿。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任务繁重，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把加强党的
领导贯穿代表选举工作全过程，通过
扎实做好学习宣传、组织动员、推荐
提名、会议选举、严肃纪律等各项工
作，使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过程，成为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的过程，成为理想信念教育和
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的过程，成为
党内政治生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
制教育的过程，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激发攻坚克难、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汇聚起奋斗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高质量做好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

揭开美国民主的真实面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孙楠）以

“民主灯塔”自居的美国，其民主真相如何？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
主》研究报告。报告列举大量事实、数据和各国相
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从美国制度实践、国家
治理、社会现状、人权自由、国际影响等十个方面，
提出十个有关美国民主的问题。

报告全文共2.3万字，分中、英、法、俄、西五
个语种。当日，3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代表、近20
家外国驻京媒体及40多家国内媒体记者现场参
与研究报告发布暨研讨会。

报告说，建议美国政府在举办所谓“民主峰
会”时，不妨扪心自问，美国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
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
力滥用？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捍卫
自由还是妨害自由？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促
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
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给他国带去发
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
坏国际秩序？

在研究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上，美国《全球策略
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表示，控
制“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政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远离了民众。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持续的
种族歧视、对城市内部和农村大量贫困地区的忽
视，导致很大一部分民众认为政府已经完全忘记
了他们。“当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均面临严重的民众
信任危机，本国治理有效性遭到质疑时，美国政府
将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极具讽刺
意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表
示，当前美国所面对的民主乱象、治理失败、内外
矛盾等一系列困境，都是长期积蓄的内生问题，并
非外部因素造成，更不可能通过故意制造所谓外
部威胁、转嫁矛盾等方式得到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当前美
国国内的民主现状能否撑得起美国给自己披
上的“民主”外衣？美国有没有资格充当世界
各国的榜样？在当今人类面对命运考验，迫切
需要解决方案的时候，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在
为人类现状提供解药？希望这份研究报告有
助于各国认清美国的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形成。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达13657亿斤再创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魏玉坤）国家
统计局6日发布数据，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增长2.0%，全年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64亿亩，比上年增加1295万亩，增长0.7%，连
续两年实现增长；全国粮食作物单产387公斤/
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4.8公斤，增长1.2%。

遗失声明
海口联怡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和法人（郑琼瑜）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佳和讯科技有限公司海口五
指山分店遗失海南电信资金往来
专用收据，票据号：3827501－
3830000，共 2500 张，票据号：
2330001－2332500，共2500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绿宝芦荟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原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附件
（原件）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审
批表各壹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春女不慎遗失海南金萃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御海天下项目
公寓C12-114号商品房认购书买
受人联，编号：HN1600102，收据
编号：HN1810120、HN3016411、
HN3018165、 HN3001971、
HN3003905、 HN3038436、
HN2067012、 HN2067011、
HN2029332、HN2042882，声 明
作废。
●李仿遗失东方市火车站出口南
侧东方山海湾7#楼 2310房的不
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琼（2019）
东方市不动产权第0005279号，
声明作废。

●琼中和平书文副食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000MA5TLBC
B3C）遗失公章、(陈书文)法人章，
现声明作废。
●琼中和平堑对家禽养殖专业合
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36MA5RCG2R37)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钟瑞科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证书，证书编号：464793及
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01673695，声明作废。
●苏会敏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美兰区和平大道66号宝安江南城
（三期）熙园3号楼2层202房，房
产证一本，编号为HK333190，声
明作废。
●海南顺龙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经营许可证号：469023100248，
现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莫波饮品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JY24601071976417，声明作废。
●李少军不慎遗失建筑施工特种
作 业 操 作 资 格 证 ，证 号 ：琼
B01202100103，操作类别：建筑
电工，特此声明。
●邢泽雨遗失坐落在海南省陵水
县清水湾旅游度假区ALOHA清
水湾项目二期低层住宅D7-09栋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陵水
县不动产权第0010004号，声明
作废。
●邢泽雨遗失坐落在海南省陵水
县清水湾旅游度假区ALOHA清
水湾项目二期低层住宅D7-08栋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陵水
县不动产权第0010005号，声明
作废。
●保亭保城腾威蓄电池商行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张余熊手机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91953853,声明作废。
●王晓林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D2-
1313 购 房 收 据 两 张 ，编 号
0005457、0005590，现声明作废。

征询异议公告
(2020)琼01执524号之一

本院已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马江
涛、马江英、马江龙与被执行人王
海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拟
对王秀荣与王博洋名下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金福路10号金和
信花园B2栋3-4层302房[证号:
HK365319]进行处置。如案外人
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联 系 电 话 ：谢 助 理 ，0898-
3666208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7日

●朱成贤遗失坐落在海南省陵水
县英州镇东南侧海南国际信息产
业园（英州镇东南片区）A区配套
住宅一期A03-02地块项目10号
楼一单元8层805房不动产权证，
证号：琼（2019）陵水县不动产权
第0015668号，声明作废。
●盛耀融兴企业管理咨询（海南自
贸区）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周惠星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9#
2105 房 收 据 4 张 ，编 号 ：
20802037，金额：130 元；编号：
20802138，金额：4663.8元；编号：
7481976，金额：510000元；编号：
5912900，金额：46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周惠星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9#
2104房收据3张，编号：7481975，
金 额 ：870000 元 ；编 号 ：
20802036，金额：128 元；编号：
20802137，金额：4264.2元，特此
声明作废。
●万宁东澳西域串烤吧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061410137，声明
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昌义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件 号 ：
N2469007MF01588574，声明作
废。
●徐志中遗失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证号：460028196701243216，声
明作废。
●方才正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集庄村委会潮洋村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
字第(2018)0611号，声明作废。
●澄迈老城大家乐便利店丢失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30016278（1-1），特此
声明作废。
●方舟遗失儋州市恒大名都车位
B094的《海南全国联销项目收款
专 用 收 据 》两 份 ，编 号 ：
HN0020239、HN0020240，声明
作废。

关于清理拖欠白沙黎族自治县

水务事务中心历史账的公告
经核账，本单位白沙黎族自治县水
务事务中心（原白沙黎族自治县水
利局、白沙黎族自治县水务局）仍
有历史欠账 2 笔：①农电公司
100000元。②保险公司6590.66
元。请以上两家公司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之内，向我单位提交相
关资料申报，逾期未进行任何答复
的，视为贵公司自行放弃相应的权
利，我中心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及
义务。
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水务事务中心
2021年12月7日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三亚永丰红南繁种业有限公司各
股东：我司拟将持有的三亚永丰红
南繁种业有限公司 51%股权按
58.70万元价格采用市场公开拍卖
出让。各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
先购买权，可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我司提交受让意向书，逾期未
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符合受
让条件时，我司将按规定办理股权
变更登记。相关回复通过书面方式
必须发送到下列地址：收件人：彭
健，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服务楼，电话：
0898-68601305，邮箱：pengjian
@hnsnkj.com.cn。特此公告。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拍卖公告补充说明
本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
《海南日报》A15版刊登的海南天
悦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211124-2期）中关于“儋州市人
民西路电力村A栋401房”竞买人
资格说明补充：竞买人需符合儋州
市房改集资房或相关政策性住房
申购条件，具体详情由竞买人自行
到儋州市住房建设管理局了解，其
它内容不变。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仓库招租
海口市桂林洋桂高三横路现有
1000m2仓库招租电话13707525351

减资公告
海南傲立新能源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34MA5RHFAD44）经 公
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7576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善时仁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M
A5T4WLPXC）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8800013869李改莲

减资公告
海南玖缘翡翠珠宝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069692877E），经股东
会决议，拟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注册资本
金1000万元减少至688万元。原
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中国教育工会海南省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中心小学委员会遗
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8146010OMC3168048Y，发证日
期为：2018年11月30日，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江南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28406666-8）不慎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情缘烧烤小吃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31877577，声明作
废。
●儋州市新州镇敦教村民委员会
曲潦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东方东海西施茶餐厅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0004938，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旺商村委会大兴
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行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8821501，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旺商村委会万西
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行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7605601，声明作废。
●符峰不慎遗失儋州鼎尚广场一
期商铺B18-120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为：246001490619，发票号
码：00077433，金额:824600 元，
现声明作废。
●符峰不慎遗失儋州鼎尚广场一
期商铺B18-121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246001490619，发票号码：
00077434，金额:922600元，现声
明作废。
●符峰不慎遗失儋州鼎尚广场一
期商铺B19-116发票两张，发票
代码：246001490619，发票号码：
00077435，金额为：210136元；发
票代码：4600154350，发票号码：
00752319，金额为：198758元，现
声明作废。
●海口首邑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0856401，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文昌恩伊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钟奕锋、钟永达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21〕第 97、139号），现已作出
裁决（文劳人仲裁字〔2021〕第81、
82号）。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
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
院 118 室 ，联 系 电 话 ：0898-
63382257）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2月7日

招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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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声明
大院餐饮服务（海南）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7日股东会决议：原
大院餐饮服务（海南）有限公司公
章作废，特此公告。

声明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致歉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

局:2021年11月28日，本人赖光

亮 （ 身 份 证 号 ：

450923198909043015）在电力设

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程中，未

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的要求，不慎误碰电力线路，导致

110KV永秀N4-N5号故障跳闸，

给贵局造成十分不良影响，这是本

人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

地向贵局致歉!本人将认真汲取教

训，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杜绝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此致敬礼!

赖光亮 2021年12月6日

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1元起购、中低风险等级、期限5
年以上，我国首批养老理财试点产品
6日正式发售。

总额度400亿元的养老理财试
点开闸，意味着我国居民得以运用养
老理财这一稳健安全的工具实现财
富保值增值，老百姓打理“养老钱”的
渠道进一步拓宽。

“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
到2.64亿，养老金融需求巨大。我国
居民存款已超90万亿元，可转化为
长期养老资金的金融资产非常可
观。”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表示。
业界认为，养老理财试点将为养老金
融全面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养老理财试点开闸
居民投资渠道拓宽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民众
的“养老焦虑”与日俱增。“养老钱”从
哪里来？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大支
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制度和市场化的
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个人商业
养老金融需求量巨大，但目前产品数
量少、规模小，亟待发力。

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尝试推出
冠以“养老”字样的理财产品，但绝
大多数并不具备真正养老功能，主
要是一些短期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工
具。甚至有一些非法金融机构，打
着“养老理财”的名义，进行非法集
资和金融诈骗。

为此，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去年
以来持续清理名不符实的带有“养
老”字样的理财产品，目前多数金融
机构已下架相关产品。

“堵偏门”的同时，开好“正
门”。银保监会结合国家养老或金
融领域改革试点区域，选择“四地四
家机构”进行养老理财产品试点，工
银理财在武汉和成都、建信理财和
招银理财在深圳、光大理财在青岛，
试点期限为一年。

试点开闸吸引了一批“尝鲜”的

人。48岁的罗女士6日一早来到建
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为自己和家人
购买了三份养老理财产品。“这是监
管部门推行的首批养老理财试点产
品，我买的产品本身也属于中低风
险。产品运行一年后每个月都有分
红，可以补充日常开支，非常贴合老
百姓的养老需求。”罗女士说。

“在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普及度
较高、社会信赖度高，理财公司母银行
服务的个人客户广泛，营业网点遍布
全国各地，并且有成熟的理财顾问团
队，能够有效拓宽养老产品的覆盖
面。”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养老理财试点产品与
普通理财产品有何不同？

养老理财试点产品面世之前，保
险和基金等行业已率先进入养老金
融市场，但产品规模不大，有的甚至
出现了遇冷的情况。此次推出的养
老理财试点产品与普通理财产品有
何不同？

产品期限 5年以上、中低风险

等级、1元起购、支持应急提前赎回
……记者了解到，与普通理财产品
相比，养老理财试点产品凸显稳健
性、长期性、普惠性，“养老”属性非
常明显。

打理“养老钱”，投资者最关心资
金安全。稳健性是养老理财试点产
品的最大特点。首批4只产品主要
投向为固定收益类资产，以中低风险
等级为主。

“试点产品设计更加注重养老属
性，投资策略和理念更加稳健，投资
标的选择更加审慎。同时引入目标
日期策略、平滑基金、风险准备金、减
值准备等方式，减少产品净值波动，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满足人们对养老
金稳健、安全的需求。”银保监会创新
部资管一处处长宋敏杰表示。

宋敏杰同时提醒，养老理财试点
产品虽然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但本
质上还是金融产品，具有一定风险属
性，需要坚持“卖者有责，买者自负”
的基本原则。老百姓需要综合考虑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养老规划、资金
流动性安排等因素，审慎选择适合自

己的养老理财产品。
不同于大多数理财产品，首批4

只养老理财试点产品期限相对较长，
封闭式产品期限为5年。数据显示，
9月份银行理财新发封闭式产品加权
平均期限为357天。

业内人士表示，5年起步的投资
期限意味着养老理财试点产品有更
多的跨周期投资空间，投资者也将获
得相对稳健的投资收益。

相较于其他银行理财产品，养老
理财还设置了提前赎回机制和分红
机制，因患大病等特殊情况，可以申
请提前赎回，体现了人文关怀。

值得关注的是，从收益率上看，
首批养老理财试点产品的业绩比较
基准普遍高于当前大多数银行理财
产品，大都在5%以上。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年化收益率
超过5%的理财产品较少，而且大多
是私人银行产品，风险等级也更高。
养老理财试点产品以较低的风险等
级，匹配较高的业绩基准，可见理财
公司对养老理财业务的重视程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新华视点

养老理财试点开闸 将给百姓带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