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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满足人民群众
对更加美好老年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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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人民银行、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工作启动
■

新华社

人社部、 财政部近日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人民银
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 启动建立养老保险第
三支柱工作。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国务院关于逐步建立起多层次
（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合理分担

国家、用人单位、个人养老责任的要
求， 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 递次推动三支柱养老保
险制度体系建设。 在第一支柱方面，
通过不断改革完善， 已经形成城镇
职工＋城乡居民两大制度平台，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 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的人数超９亿人，积累基金４．６万多亿
元。 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取得
了积极进展，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已

经有近８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
参加职工人数达到了２３００多万人，
积累基金近１．３万亿元。 目前，第三支
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
保险正式进入制度建设启动阶段。
据悉， 建立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多层
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满足人民群众
对更加美好老年生活需要、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蓝皮书：

2030年康养需求有望达到20万亿元
■

南国早报

近日，全国老龄办公室信息中心
等发布的中国首本康养蓝皮书《中国
康养产业发展报告（2017）》指出，中
国老年人康养产业远景十分可期。
报告显示，老年人群和亚健康
人群成为康养产业主要目标群体。
据调查，中国城市45%的老年人拥

有储蓄存款，老年人存款余额2016
年超过17万亿元， 人均存款近8万
元。 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的退休
金总额将超7万亿元。 目前中国老
年康养产业市场消费需求在5万亿
元以上。 随着康养产业的供给不断
增加，2030年中国老年康养产业市
场消费需求将达到20万亿元左右。
康养学术研究和产业发展的

砥砺前行风正劲

兴起，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康养市
场需求， 具有时代必然性。 据了
解， 康养产业的优势在于可实现
资源的异地供给。 康养被认为是
可以轻松实现远距离异地供给的
产业。 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
可通过良好的产业形态满足异地
康养需求。

如椽巨笔书华章

—淮安住房城乡建设五年工作回眸队伍建设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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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 这座崛起于长三
角腹地的苏北中心城市， 从
运河经济为之带来的千年繁
华， 到海河经济面向蔚蓝的
飞速跨越，淮安人与水相依，
激流勇进， 在奔向新生活的
伟大征程中，奋发进取，纵情
享受着住房和城乡统筹发展
的幸福大业。
路桥纵贯南北、 横穿东
西， 公园因地制宜、 依水而
建，城乡干净整洁、宜居宜业
座有着“中国运河之
…… 这
都”美誉的城市，正在一天天
变大、变高、变亮、变净、变美
……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过
去的五年，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 淮安住建系统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作为自己工作的不懈
追求， 紧扣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建设苏北重要中
心城市“两大目标”，勇做主力
军，争当排头兵，撸起袖子加
油干，用如椽巨笔，在淮安这
个喧腾的大地上， 书就了新
时代城乡建设的壮丽华章。

通讯员徐鸿宝丁曙明记者胡凌轩
立人铸魂，风光无限。 打造一
支风清气正、 昂然向上的团队，是
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需要，也是淮安
住建人才队伍管理和培养的需要。
为凝聚人心，激发斗志，住建
人用先进模范事迹，树立标杆和榜
样。 下水道郭玉凤班、新奥尹超维
修班、自来水刘军维护队、劳模创
新工作室、行道树大队等先进模范
典型不断涌现，淮安住建人“晴天
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奉献精神
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劳动和创造
中，住建人获得了荣耀和尊严。 在
“一个劳模带领一个团
住建系统，
队，一个团队引领一个系统，一个
系统唱响一座城市”的故事，感动
着淮安，也感动着中国。
改革和创新催生出的无穷动
力，让淮安住建春风荡漾、活力尽
显。 81项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全
部进驻政务中心办理，实现了“一
个窗口对外、一个机构履职、一枚
印章审批”；数字化联合图审国内
领先，全国推介会在淮安召开；研
发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系统， 在全
国率先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题，并
作为经验全国推广。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五
年来， 淮安住建系统团结奋进的
领导班子始终以严的举措、 实的
作风，全面加强思想、组织、作风、
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锤炼队伍，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高标准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
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百
千万工程”、“新鲁班讲坛”等多项
创新做法被国家住建部、 市委组
织部专题推介， 并被国家住建部
列为在江苏唯一联系点， 淮安住
建人多次在全市会议 上 交 流 发
言；建成的“廉颂园”被评为廉政
文化示范点，廉政宣传微视频《平
淡》 荣获全省廉政公益广告影视
类铜奖；开展以整治“推诿扯皮”
为重点的“两为”整治“百日攻坚”
专 项 行 动 , 整 治 各 类 问 题 137
个，形成典型案例100个，并在全
市率先组建行风监督员队伍。
全体住建人用勤勉和智慧，
在实现“两聚一高”、“两大目标”
的征程上，不断赢得社会褒奖：连
续多年荣获跨越发展目标考核优
秀单位、软环境行风建设“十佳单
位”、“优胜单位”； 系统中多个单
位夺得年度“
101%服务流动红
旗”、“十佳处室”、“优秀单位”称
号；纪检监察“一体两翼”目标考
核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市先进。
党的十九大， 为中国指引着航
程，指明了方向。 站在新时代的起跑
线上，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思想为引领， 淮安住建人朝着新
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程。

致全市老年朋友的春节慰问信
村留守老人“ 关爱驿站”
全市老年朋友们：
彩凤辞旧岁， 金犬迎 60多个， 各类养老床位总
新春。 在全面贯彻十九大 数4万余张，2万多名老年
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又 人享受了政府购买的居
迎来了狗年新春佳节。 值 家养老服务。
此， 淮安市民政局、 淮安 当前， 我市进入了人
市老龄办谨向全市百万 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
老年朋友们致以新春的 发展老龄事业， 维护老年
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向全 人权益， 让每位老年人生
市老龄工作者和长期以 活得安心、 舒心， 拥有幸
来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 福的晚年生活， 是各级党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 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责任。 各级老龄组织和广
谢！
大老龄工作者， 要牢记使
抚今追昔， 饮水思 命、 履职尽责， 依法维护
源， 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 老年人合法权益， 积极开
是社会和谐的宝贵财富。 展各类服务活动， 千方百
过去， 你们爱岗敬业、 勤 计为老年人干好事、 办实
恳务实， 用汗水和心血为 事、 解难事。 社会各界都
我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要积极行动起来， 大力弘
尽心尽力。 今天， 你们心 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
怀社会、 无私奉献， 用经 传承孝文化， 关爱老年
验和智慧为我市建设发 人， 关心老年人事业， 支
展社会和谐献计献策， 展 持老龄工作， 努力为老年
示了当代老年人积极向 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上的精神风貌。
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党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 和政府的关怀， 让老年人
族的传统美德， 爱老助老 生活得更加温馨快乐。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近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
年来， 市委、 市政府高度 满天。 我们正在决胜全面
重视老龄工作， 按照“ 两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
聚一高” 和“ 崛起江淮” 的 期， 在“ 包容天下、 崛起江
新实践要求， 把加强老龄 淮” 的新淮安跨越之时，
工作作为保障和改善民 需要广泛汇聚全社会包
生的重要内容， 初步建立 括广大老年人的智慧和
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 力量。 衷心希望全市老年
托、 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 朋友们在颐养天年的同
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 时， 继续发挥余热， 一如
体系。 相继出台了《 市政 既往地关心、 支持我市经
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济社会发展。
务业的实施意见》、《 淮安 最美不过夕阳红， 衷
市“ 十三五” 老龄事业发 心祝愿老年朋友们新春
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快乐、 阖家幸福、 事业兴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截至 旺、狗年吉祥！
淮安市民政局
底， 全市社区（ 村）
2017 年
淮安市老龄办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
率达到99%， 建成老年人
2018 年
2月
11 日
助餐点300 多个、 乡镇农

2月9日， 淮安市心语社工服务中心和清江浦
区阳光心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和平镇崔葛
村，开展以“关爱农村空巢、独居老人”为主题的公
益活动，并为老人送去棉被、保温杯、春联等物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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