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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养老金领不到？
去年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９８．６４亿
会已先后与１７个省（区、市）签署委托投资

老保险基金权益６２３２．９５亿元，包括委托省

合同，合同总金额８５８０亿元，均为委托期５

份划入委托资金本金６０５０亿元，记账收益

年的承诺保底模式，实际到账资金６０５０亿

１８１．０８亿元，风险准备金１．８７亿元；基金公积

元。

２．５８亿元（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浮动
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

产总额７０３２．８２亿元。其中，直接投资资产

投资收益方面，２０１８年，基本养老保险

额的３４．９２％；委托投资资产４５７６．６９亿元，占

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９８．６４亿元，投资收益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的６５．０８％。
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

理事会获悉，２０１８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

债余额７９３．４１亿元，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基

益投 资收 益 额９８．６４ 亿 元， 投 资 收 益 率

金在投资运营中形成的短期负债。
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

记者了解到，截至２０１８年末，社保基金

风险基金３．８８亿元。

２４５６．１３亿元，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

８月２０日，记者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２．５６％。

盈亏变动额）；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益总额６２３９．４１亿元。其中，委托省份基本养

率２．５６％。其中，已实现收益额１４５．２７亿元
（已实现收益率３．８１％），交易类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额－４６．６３亿元。
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 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受托运营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１８６．８３亿
元。

中国平安加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打造海内外首个ＡＩ－ＥＳＧ平台
日前，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目前，全球６０多个国家的２５００多家机

本市场关注的重点。目前，中国平安已对外

公司（简称“中国平安”
）宣布正式签署联合

构加入了“ＵＮＰＲＩ”组织，其中包括４５０余家

披露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可持续发展中期业绩报

（ＵＮ
国支持的“负 责 任 投 资 原 则”

资产所有者，如全球知名的养老金、主权基

告，公开核心ＥＳＧ议题的政策体系和目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金和保险机构等，成员机构管理的资产总

设定，以回应资本市场的关注。此外，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简称“ＵＮＰＲＩ”
），成为中国第一

ｆｏｒ

规模超过８０万亿美元。其中，有 ３０多家机

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平安打造了海内外首

家加入该组织的资产所有者 。

构来自中国，主要为公募基金和保险资管

个ＡＩ－ＥＳＧ平台，极大提升了平安集团ＥＳＧ

机构。中国平安是国内第一个签署
“负责任

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实现了让科技赋能公

投资原则”的资产所有者。

司ＥＳＧ管理。

全球各地资产拥有者、资产管理者以及服

系统搭建责任投资体系 打造了海内

务提供者组成的国际投资者网络，致力于

外首个ＡＩ－ＥＳＧ平台

野三村工程 冶助力脱贫攻坚 袁推动社
会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
“负责任投资原则（ＵＮＰＲＩ）”由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牵头发起，
２００６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是一个由

发展更可持续的全球金融体系。该组织鼓

一直以来，中国平安十分重视社会、

除了投资业务，在保险体系方面，平

励投资者采纳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通过

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９年，中

安建立了《平安集团可持续保险体系》，致

签署该原则，签署方承诺在做出投资决策

国平安正式搭建完成集团可持续发展体

力于将ＥＳＧ理念嵌入到保险业务中，主要

时 遵循ＥＳＧ （环境 、社 会 和 公 司 治 理 ，

系，将ＥＳＧ议题纳入全集团的投资活动中，

体现在风险管理（保险产品风险定价、承保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覆盖责任投资、商业守则 、公司治理、可持

企业风险管理）和可持续保险产品体系两

议题的相关标准，并鼓励所投资的公司遵

续保险、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治理、可持续

个维度。

守和践行ＥＳＧ的要求。

供应链、２０３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资

中信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活动期间，

金”活动，我行将在报名成功的用户中抽取

微

（通讯员 石见）

见官网）

万。获奖名单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６ 点

中国建设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足相关交易方式可获得 ９ 分享兑权益，并可

公布。用户可于活动页面点击领取礼券福袋

月 ３１ 日 ２４ 点 ００ 分活动期间，持卡人通过“

通过指定方式使用此权益和 ９ 个积分，兑换

（福袋即为商品满减券四选一，券码种类不

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ＡＰＰ 发布的指定

星巴克咖啡等超值优惠！
（详见官网）

固定，以实际页面展示为准），数量有限，先

活动入口，首次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卡在京东

到先得。
（详见官网）

支付绑定成功即获得 １０ 元京东支付话费礼

中信银行信用卡指定客户，满

广发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活动期间，符合“活动对象”条件的推荐人

国字品牌 服务领先

１ 名幸运用户，该用户将获得还款金上限五

包，礼包包含的优惠券将自动发放至绑卡对
光大银行

即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

应的京东账号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话费

在每期活动期间的当月内推荐新客户（被推

客户首刷即有机会获赠一次咪咕视频一

荐人）成功办理指 定信用卡，且所有被推荐

年会员权益。对于满足 条件的客户，将于

充值最低需支付 ０．０１ 元。
（详见官网）

人在发卡后 ３０ 天内成功激活卡片并完成

客户达 标的次月月底之前，直接把会员权

兴业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８

任意消费一笔，推荐人可获赠阶梯式推荐办

益配置在客户申卡预留手机号的咪咕视

日活动期间，报名参与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卡奖励。
（详见官网）

频账户中，本活动总计 ２５００ 名额，每个客

并成功中签的客户，在官网通过
“云闪付 ／

户只能获得 １ 次，先到先得，用完为止。新

银联手机闪付 ／ 银联卡”通道并使用兴业

中国民生银行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客户指从未持有过任何光大银行信用卡

信用卡完成报名费支付，可享 ６６６６ 积分奖

５ 日 １１ 点前，全民生活 ＡＰＰ 用户可报名参

主卡的客户 。时间统 计以中国光大银行信

励，名额共计 ３００００ 名，先到先得。
（详见官

与“８１８ 寻全民锦鲤一 最高送 ５ 万元还款

用卡系统记录的银行 交易时间为准。
（详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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