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日 ，一 份 由 人 社 部 社 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发布的《中
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5》显 示 ，去 年 黑 龙 江 、辽
宁、吉林、河北、陕西和青海六
省份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并且，个人
账户基金从 2014 年的 5001 亿
元下降到 3274 亿元。
根 据 统 计 数 据 来 看 ，截 至
2015 年底，全国的个人账户记
账总额已高达 47144 亿元，而
账户里实实在在的资金还不到
十分之一，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依然存在。 ▋据《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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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个账空账率超九成
将来兑现或入不敷出
专家提出，
建立
“名义账户”
解决我国社保制度困境
个人账户空账率超九成

到 13 个省份，但实施难度较大，空账规模越来越大， 如选择一种新的模式，
“名义账户”的提法应运而生，并
每年仍在增加。
且，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此提法基本形成了共识。
多年来，我国社保的覆盖面以及服务能力大幅提
所谓名义账户制，就是将缴费确定型的待遇发放
升，但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不可持续
与现收现付的筹资机制相结合的新制度。其主要特
将来兑现或入不敷出
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数据显示，启动坐实个人账户试点后，全国个人 征为：用投资收益率作为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参保
1997 年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后，中国的基本养老金
人可在退休后按该记账利率累积后的金额领取养老
采取统账结合的模式，也就是既包含现收现付制的社 账户空账规模依然骤增：2004 年为 7400 亿元，2007
金。换句话说，就是个人账户中没有真实资金，仅是
会统筹部分，由年轻一代缴费来赡养退休者，也包含累 年突破 1 万亿，2013 年达到 3.1 万亿，2015 年则已经
对个人缴费进行记账，把缴费和收益都计入账户，作
积制的个人账户。企业缴纳的部分进入社会统筹，城 超过了 4 万亿。
为未来发放的依据。
“个人账户空账越来越大的问题不解决，将来兑
镇职工按本人缴费工资基数 8%的数额，为其建立基本
“名义账户制并不等于是欠账，并不等于简单地
“51 社保”的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个人账户 现个人账户部分时很有可能入不敷出。”
做空了事，而是一种可选择的模式，需要一系列配套
储存额只用于参保人员养老，不得提前支取，每年按照 创始人兼 CEO 余清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 措施，比如要实行与相关收益率挂钩的高利率原则，
人账户空账，退休时这部分支取完全有赖于财政补
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
免征利息税。
要坚决地扩大个人账户比例，增强参保人激励机制，
但是，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大幅增加带来的巨大支 贴，如果恰逢经济不好，会引发极大的社会问题。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老百姓的真实获得感，让老
近年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支缺口越
付压力，社会统筹不足以支撑，为此，大部分地区的个
百姓获得实惠。”作为最早引入和研究名义账户制的
人账户资金被挪用于当期支付。而个人账户里实实 来越大，各级财政不得不加大补贴力度，单单在 2010 国内学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年至 2015 年之间，各级财政补贴到基本养老保险基
在在的资金还不到十分之一，空账率超九成。
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引入和建立名义账户制是解决我
1997 年，全国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为 140 多亿元， 金的金额分别高达 1954 亿元、2272 亿元、2648 亿元、 国社保制度困境的一把钥匙。
1998 年为 450 亿元。此后不过两年时间，全国个人账 3019 亿元、3548 亿元、4716 亿元，补贴逐年增加。
郑秉文表示，在目前统账结合框架内，个人账户
户的空账规模增长近 4 倍，2000 年为 2000 亿元。
部分从坐实账户转向名义账户，是一次制度升级，是
“名义账户”解决困境
面对不断高涨的个人账户空账规模，2001 年，中 建
一次结构调整，目的是增强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强
央选择在辽宁等地试点坐实个人账户，2008 年扩大
个人账户既然坐不实，或者与其坐实让其贬值，不 化精算中性因素和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的变革。

人类首个太空国家宣布建立
招募 10 万公民，计划明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10 月 11 日一支国际性科学家团队宣布将成
立首个太空国家，命名为阿斯伽迪亚（Asgardia），
旨在保护地球免受小行星的毁灭性撞击，该项目的
第一步举措是在明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而且，从
现在起，人们可以在阿斯伽迪亚项目网站上进行注
册，前 10 万名注册者将成为阿斯伽迪亚的公民。
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项计划，这支团队的领导
者是航空国际研究中心的创立者 Igor Ashurbeyli，他于 11 日在巴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
一令人震惊的方案。项目负责人表示，通过创造新
国度，阿斯伽迪亚项目为太空中的所有权和国籍制
定了全新的框架。
团队负责人 Ashurbeyli 博士是一名俄罗斯科
学家，以及维也纳国际航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本
周，他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太空科学”委员会
的主席。通过创造新的太空国家，这些专家希望，

未来太空技术的开发将不受到各个国家的限制。
该团队计划进行的前期工作，将会是利用最先
进科学技术创造一个保护全人类的屏障，阻挡来自
太空的人为或自然的威胁，其中包括太空垃圾、太
阳耀斑、行星撞击。
业内专家估计，太空中有超过 2 万件可追踪的
人造垃圾，包括老的太空飞船和火箭部件。此外，
自然物体也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了威胁。
Ashurbeyli 称：
“ 阿斯伽迪亚是一个完整而独
立的国度，未来将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阿斯
伽迪亚的本质是创造太空中的和平，防止地球上的
冲突蔓延至太空。”首枚阿斯伽迪亚卫星计划于
2017 年发射，科学家希望这将成为项目的开始。
第一枚卫星将进入低地球轨道。
据悉，该项目还将举办竞赛，协助设计国家的
国旗和国徽。阿斯伽迪亚这一名称，来自北欧神话
中奥丁统治的天空之城。

住建部公布首批 127 个特色小镇
我省 5 个小镇上榜
据中新社电 据住建部网站昨日消息，住建
部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和
相关规定，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复核，会
签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认定北京市房山区

长沟镇等 127 个镇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据了解，安徽省共有 5 个特色小镇上榜，分别
是：铜陵市郊区大通镇；安庆市岳西县温泉镇；黄
山市黟县宏村镇；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宣城市
旌德县白地镇。

池州环平天湖
国际半马今开跑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第六届全国绿色运动健身大赛
“2016 中国·池州环平天湖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于 16 日上午在
池州平天湖莲花台广场鸣枪起跑。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
10 个国家的外籍选手和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国内选手共 6000 人参赛，世界长跑冠军孙英杰、著名主持人赵
普等明星大咖将领跑本次马拉松赛。
本次环平天湖国际半马赛带全程以水相伴，超过 15 公里伴
水而跑，沿途经过水上栈道、非遗文化墙等多个景点，将让跑友
们 首 次 体 验 水 上 马 拉 松 。 赛 事 分 为 三 种 赛 程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 公里、短程马拉松 6.6 公里、迷你马拉松 5 公里。

长三角最美骑行城市
广德县入围榜单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10 月 15 日，第六届中国消费经济
高层论坛暨首届中国“骑行天下”昆山峰会在江苏昆山举行。
会上，
“2016 长三角十大公共自行车推广典范城市”及“2016 长
三角十大最美骑行城市”名单出炉。
据了解，本次峰会围绕“自行车产品设计”、
“ 城市慢行系统
构建”、
“ 公共自行车管理与服务”、
“ 骑行旅游”等议题。在论坛
上，与会专家就目前国内自行车产业发展状况，对参会城市的
公共自行车管理和慢行系统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交互式探
讨。论坛推选并公布了“2016 长三角十大公共自行车推广典
范城市”入选名单，江苏昆山市、江阴市、浙江兰溪市、安徽黄山
市徽州区等十个城市获此殊荣。
同时，论坛还推选并公布了“2016 长三角十大最美骑行城
市”入选名单。分别为：江苏昆山市、江苏常熟市、江苏江阴市、
浙江舟山市普陀区、江苏南京市高淳区、浙江武义县、江苏东海
县、江苏新沂市、浙江安吉县、安徽广德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