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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今日提示■

储蓄多少钱才能到达养老平
衡线，专家觉得，这个因人因地而
异，“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一样，
一二线城市显然要高出三四线城
市不少。 ”不过专家也提到了一个
“退休储蓄黄金法则”，“这是一家
全球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提出的，认
为在二线城市，退休时（平均62岁）
需要拥有至少9倍于当时年收入的
存款。 ”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为养老储
蓄做些规划并适当理财是很有必
要的。 理财经理郭嘉表示，在30岁

到50岁，这个阶段是收入比较好的
时期，可以适当投资一些，“甚至可
以适当做些高风险的投资，对大部
分人来说， 可以做些长期投资，以
长期的时间获取一定稳定并且安全
的收益。 ”他建议，比如在个人投资
配置中， 定期投资购买国债等有相
对稳定收益的投资产品可以占个人
投资理财的70%， 保险理财投资可
以占到20%左右， 股票基金可以占
10%左右， 当然根据个人风险偏好
和实际情况也可以调整占比。

专家认为， 在养老储蓄规划

中， 不能只单纯追求固定的数字，
还要考虑生活的变量，“比如4%原
则，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
考虑十年二十年后， 社会总体生活
水准提高了，你按照这个准备肯定就
不够了，如果考虑到老了生活中可能
出现一些疾病意外等变故，那也是不
够的，因此养老储蓄规划要考虑到这
些变数。”专家认为，养老并不只是看
存款储蓄规划和财富的绝对值，养老
毕竟不是一次性消费，它的关键点是
日积月累的理财保障，“所以要早规
划，早考虑，早落实。 ”

●上网发行
科瑞思：数量1063万股，价格

63.78元，市盈率22.61倍，申购上限
1.05万股，申购代码301314。

未来电器：数量998万股，价格
29.99元，市盈率52.14倍，申购上限
0.95万股，申购代码301386。

苏能股份：数量20667万股，价
格6.18元，市盈率22.49倍，申购上
限20.60万股，申购代码730925。

海通发展：数量1238万股，价格
37.25元，市盈率22.99倍，申购上限
1.2万股，申购代码732162。

●新股上市
泓淋电力(301439)：数量9227万

股，发行价19.99元，市盈率51.84倍。
雅达股份(430556)：数量7781万

股，发行价3.70元，市盈率14.14倍。
●转债申购
春23转债(113667)。

●转债上市
百畅转债(123175)。
●增发上市
蓝英装备 (300293)，鹏翎股

份(300375)。
●限售股上市流通
天娱数科 (002354),凯莱英

(002821)，天箭科技 (002977)，赛
微 电 子 (300456)， 长 川 科 技
(300604)，腾远钴业(301219)等。

《老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发布： 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在
30-50岁进行养老储蓄规划

存款储蓄到多少，才够养老？
日前，《老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调查报告》出炉，其中提到的“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在30-50岁进

行养老储蓄规划”引发关注，而不久前的上海一对80后夫妻在社交媒体称，存款到300万决定双双退
休，也曾引发广大网友热议。“养老储蓄规划”已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养老储备需要多少钱
才够?你有没有提前为养老做储备？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47岁的郭英华是南京人，养老
储蓄规划这件事， 她已经坚持了7
年多，“快到40岁那会，突然觉得应
该为未来养老做些打算，和家人一
商量，决定每个月开始强制进行养
老储蓄。”她介绍，她家坚持每个月
必须存6000元， 作为退休后的养
老储蓄，“主要还是担心以后的退
休金不够， 家中做些养老储蓄，未
来老了会更有保障一些。 ”不过坚
持养老储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介绍，在储蓄过程中，有时候会
被家庭其他开支要用钱打断，但想
想还是需要坚持做这件事， 如今7
年坚持下来，她家为养老已经储备
有近50万元。

“这件事还是要坚持做下去。”
她算过一笔账， 如果坚持做到60
岁，就可以有约150万左右的养老
储蓄，“以25年的养老时间计算，每
个月有5000元的支出可用， 这样

加上正常的退休金，估计退休生活
会轻松很多。”说起未来退休生活，
她露出开心表情，“我感觉还是要
做些养老储蓄规划，这样未来的养
老生活才更轻松更有保障。 ”她说
她的身边有不少人都有养老储蓄
方面的规划。

其实不止郭女士，养老储蓄规
划为很多人所关注。 不久前，上海
一对80后夫妻在社交媒体称存款
到300万，决定双双退休，这对夫妻
表示有房有车且无贷款，退休以后
每天过着悠闲生活，对于网友的疑
问，这对夫妻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
回应， 这个消息引发广大网友关
注。无独有偶，在本月初，一位30岁
的年轻硕士辞去工作，拿着100万
元在云南过上了吃利息的“躺平式
养老”生活，他还分享了自己的“养
老经验”。 这个消息也引发关注并
冲上热搜。

养老储蓄多次受到关注，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养老意识的不
断提高，尤其是年轻人对养老的关
注度在提高。 在日前出炉的《202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
告》，2022年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
愿景较为保守，平均预期退休年龄
为58.6岁。 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
注，就是不少青年群体希望提早退
休，而高学历人员则普遍期待晚退
休。18岁到35岁的年轻群体对退休
年龄较为乐观，不少人认为自己能
够提前退休。 有专家就此表示，提
前退休更意味着要进行养老规划。

日前，中信银行和中国老龄科

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老年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报告显
示为数不少的受访者表现出较强
的备老意识，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六成受访者认为应该在30-50岁进
行养老储蓄规划， 备老意识较强。
在金融产品选择上，半数以上受访
者通过和家人商量或听从专业人
士建议的方式进行金融产品投资。

工商银行南京三山街支行理
财经理郭嘉认为，为什么大多数人
觉得30岁到50岁进行理财规划是
好的，因为到了他们年龄的黄金阶
段，收入高，压力大，养老储蓄规划
是这个阶段比较重要的事，“这时

候每强制储蓄一分钱，后来的养老
阶段就多一分养老钱”。

在众多专业人士看来，必要的
养老储蓄规划可以为退休生活做
好必要准备。 在记者采访的一位专
业人士表示，养老储蓄要准备多少
可以参照“4%原则”，假定正常人
退休后的生活时长为25年，把所有
的财富按照退休时作年金化处理，
分成25份，每份就是4%，也就是每
年花费4%，即不做任何投资，在有
生之年消费掉自己的所有财富。 可
以根据这个“4%原则”来确定自己
每年消费多少，进而测算需要为养
老储蓄准备多少钱。

“存款到300万就退休”引发关注

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在30-50岁进行养老储蓄规划

专业人士：储备多少因人而异，适当理财很有必要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国俊 陈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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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兴 通讯员
梅卿） 为进一步规范网约车市场
经营行为，提升行业服务水平，3月
15日下午， 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南京市公交治安分局的指导下，南
京首个《南京网约车行业自律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发布。
滴滴出行、T3出行、高德打车、美团
打车、享道出行等10家网约车平台
代表出席并签署公约。

记者了解到，此次签署的公约
涉及平台日常运营、服务中的三大
重点板块“司机规范”“平台服务”

“司机权益”， 包括司机从业标准、
权益保障及乘客体验等内容。“司
机规范”方面，各家平台承诺，在司
机申请加入平台时，各平台需“统
一执行行业驾驶员管理相关规
定”，提高驾驶员队伍整体素质，严
格执行红线驾驶员不准入原则。
“平台服务”方面，各平台承诺共同
维护和提供出行好的服务。 对于服
务中存在的严重不良体验，将视情
况给予暂停运营处罚，情节严重的
将上报主管部门备案。 对于存在严
重、 多次不良服务记录的司机，各

平台将整合司机名单，统一上报主
管部门， 主管部门将根据实际情
况，或纳入行业“黑名单”。

从业司机的权益保障同样也
在《公约》中被提及。《公约》约定，
各平台共同治理行业高危从业企
业，保障司机从业权益。 统一约束、
统一治理，督促行业上下游公司规
范经营。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 公约的签订意味着行业管
理更加统一， 有利于提升行业服务
水平，引导行业积极正面发展。

我市发布《南京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
服务不良，司机将纳入“黑名单”本报讯 （记者 朱静 通讯员

宁治宣）“真没想到我被盗的电动
车还能失而复得，谢谢警察同志！”
3月16日上午，市公安局公交治安
分局在南京南站北广场举行涉案
赃物集中发还仪式，现场发还黑色
奔驰E200轿车一辆、电动车22辆、
电瓶105个。

在全力攻克大案要案的同
时， 该分局始终将回应民生关切
作为重要任务， 紧盯严重影响群
众安全感的“盗抢骗”等侵财类违
法犯罪不放，不论案件大小、案值
多少，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
特别是自去年11月份起， 该分局
深入推进打击犯罪“冬季会战”“春
雷行动”， 掀起对民生侵财类违法
犯罪的强大攻势，成功破获盗窃电
动车和路边店以及租车诈骗等案
件35起，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价值50余万元。

去年11月，南京南站站前派出
所辖区内发生多起电动车、电瓶被
盗案件。 经专案组民警侦查串并，
先后打掉流窜于南京南站周边区
域，活动范围辐射至江宁区、雨花
台区、秦淮区等多处的盗运销电动

车及电瓶职业团伙各一个，共计抓
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0名，累计缴获
涉案电动车赃车50余辆，电瓶380
余块， 用于作案的摩托车2辆及相
关工具。

今年1月4日，南京某汽车服务
公司员工郁先生报警称，其公司名
下一辆奔驰轿车被人以租车的名
义骗走了。 该分局通过合成研判，
全链条摧毁一租车诈骗犯罪团伙，
抓获涉案嫌疑人6人， 跨省千里追
踪，成功追回涉案奔驰轿车。

“请及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
心APP， 电动车一定要及时上锁，
停放在有监控的地方……”发还仪
式现场，民警还与驻足观看仪式的
群众进行交流互动，向群众讲解了
最新电信网络诈骗和传统侵财类
犯罪的特点，引导大家认真学习防
范知识，不断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
识和识骗防骗能力。

警方举行涉案赃物集中发还仪式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