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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

出，“按照小步调整、 弹性实施、 分类推

进、统筹兼顾等原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 每逢重阳节，“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这个热点关键词再次成为

各界关注的热点。 珠江人寿保险专家表

示，应对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在保障需

求强烈而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不足的情况

下，未雨绸缪，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成为必

然选择。

我国推出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

号）》数据显示，我国 14 亿人口中，60 岁

及以上人口已超 2.64 亿，占 18.70%。 这说

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有向深度

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趋势。随着老龄化速度

的加快，中国养老领域存在的问题日益凸

显。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如何让老人安享

晚年，怎样养老才更有生活质量。

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商业养老保险将受益于渐进式延迟

退休的政策， 保障需求预计将持续升温。

若以退休金作为晚年生活费，或许只能维

持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准， 而企业年金也

是只有少数企业才有的福利政策。 虽然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退休养老进行资

金储备， 但仅仅依靠储蓄应付未来养老

的资金需求明显不足。 老年生活怎么过，

取决于今天的决定。 不少中青年人群正

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将会面临的养老难

题， 并力图通过自身努力找到无忧养老

的解决方案， 而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商

业养老保险。

规划养老保障首要以稳健为主，选择

年金保险是一种低风险、可中长期增值的

方式。如珠江人寿推出的珠江永鑫年年保

险产品组合计划，由珠江永鑫年年年金保

险（以下称“永鑫年年”）及珠江智胜宝终

身寿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智胜宝”）组

成，最高投保年龄可达 70 周岁，该保险产

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

安全的年金保险保障，很适合为老年生活

做规划。

例如 50 岁的朱先生， 想为自己投保

珠江永鑫年年保险产品组合计划， 选择

永鑫年年基本保险金额 51,922.80 元，5

年交，年交保费 6 万元；搭配智胜宝，选

择一次性交费 1,000 元，首期保险费合计

6.1 万元，5 年累计交费 30.1 万元。 在他

55、56 岁每年可领取特别生存保险金 6

万元，在 57-60 岁期间，每年可领取生存

保险金 51,922.8 元， 朱先生可选择将特

别生存保险金、 生存保险金全部转入智

胜宝万能账户中实现二次增值， 智胜宝

保障终身，朱先生 70 岁时，智胜宝万能

账户按照低、中、高三档假设结算利率，

低档 488,194.53 元， 中档 596,323.57 元，

高档 726,246.97 元， 可根据需要申请账

户价值部分领取（智胜宝为万能保险，结

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

定的）。

其实， 养老规划要抓住长期性和稳

健性这两个特点，老年人养老规划的目的

应该是合理安排，应对收入无法增长和开

支费用增加的情况。 同时，珠江永鑫年年

保险产品组合计划可以自主选择意外医

疗、住院医疗等附加险，给予老年人更加

安心的保障。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养老是几十

年后的事情， 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话

题。养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社会

问题，应尽早规划自己的“老有所养”，为

晚年生活多上一把保险锁。 一般来说，保

险是越早买越早受益， 而且保费相对较

低，负担也轻一些，在个人账户收益的积

累上也更合算。因此，如果经济允许，建议

早作规划。

专题│撰文 张守成

重阳节话养老规划 商业保险助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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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影楼合伙人跑了 我要还欠债吗？

农林街社区律师顾问根据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原则，成功调解一起合伙人债务清偿纠纷

现在合伙做生意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一旦碰上“不靠谱”的合伙人，生意失败、血本无归不

说，有时还需要为合伙人收拾“烂摊子”。 日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农林街社区律

师顾问吴存枚便遇到一起关于合伙人债务清偿纠纷的求助。

案件回顾

合伙人卷款跑路 摄影师上门讨债

小农

（化名）

与合伙人成立一

间影楼，主要承接拍摄类服务。 在

分工方面，小农负责拍摄等外勤类

工作， 合伙人则负责线上广告、业

务洽谈、财务后勤等内勤类工作。

某天，合伙人洽谈了一宗婚礼

跟拍业务，小农却已有其他拍摄行

程安排，合伙人便临时雇用一名非

影楼的摄影师大林负责这宗婚礼

的跟拍业务。 客户与影楼约定跟

拍费用为 1000 元， 大林完成当日

拍摄后， 客户并未立即支付劳务

费， 而是告知大林费用将转给影

楼，让大林找影楼索要劳务费。

不久，小农因与合伙人理念分

歧过大发生矛盾，合伙人将账上所

有钱款转走后消失无踪，影楼也被

迫结业。 一个月后，客户将婚礼跟

拍的劳务费通过网络转账方式，打

到小农的个人账户。 小农收到费

用后， 想到合伙人转走的钱款，便

将这笔钱占为己有，并让前来讨要

劳务费的大林去找合伙人讨要费

用。双方相持不下，多次发生争执，

最终找到社区律师顾问，希望能够

寻求法律的支持与帮助。

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律师顾

问组织下，小农与大林进行面对面

调解，双方陈述事情经过与各自诉

求， 大林只想讨要自己的劳务费，

而小农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并认

为大林是合伙人雇用的人员，劳务

费应当由合伙人支付。

律师说法

合伙人不知去向 公司所欠费用要照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

业法》第三十九条：“合伙企业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伙企业法》第四十条：“合伙人由

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清偿数额超

过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其亏损分担比例的， 有权向其他

合伙人追偿。 ”

综上法律条文，社区律师为小

农详细说明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

担的原则，告知小农其所应当承担

的法律责任，并明确表示大林的劳

务费用， 应当由影楼进行支付，在

合伙人不知去向的情况下，小农需

要承担这笔费用。

社区律师顾问也为小农详细

分析了“立即支付劳资”与“拒绝支

付劳资”这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对

应的不同后果，让他充分考虑利弊

关系后作出选择。 针对小农与合

伙人之间的纠纷，社区律师顾问也

为小农提供法律建议，按照相关法

律条例告知他可行的正确维权途

径与方法。

最终， 小农答应将 1000 元劳

务费支付给大林，大林也就自己在

追讨劳务费过程中对小农进行的

辱骂等不当言行进行道歉。在小农

与大林达成共同调解的意愿后，社

区律师顾问当场为他们草拟了《调

解协议书》，并让两人签署，在大林

收到小农现场支付的劳资后，社区

律师顾问也让其出具了收据给小

农留存。

律师建议

不同法律关系债务应独立处理

不同法律关系的债务应分别

独立进行处理， 不能混为一谈，更

不可在未经过相关手续的情况

下，便擅自认为可以相抵。 当自身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权也应

采取合法的手段，通过侵犯他人的

合法权益进行维权，在法律上是不

受支持也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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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杨杏萍

修剪树枝除隐患

居民不再心惊惊

“修剪了树枝，台

风天里再也不担心

了。 ”海珠区江南中街

聚龙新街 8 号的几位

老人站在自家楼下高

兴地对记者说。 近日，

江南中街城管办组织

工作人员对聚龙新街

小区内 3 棵大树进行

修剪， 获得周边居民

点赞。

据介绍， 聚龙新

街属于老旧小区。 今

年 8 月中旬， 有多位

居民先后反映， 聚龙

新街 8 号对出空地上

有 3 棵大树生长茂盛，树高 6、7 层楼，树枝已延伸至

两边大楼住户的阳台、窗户，一到台风暴雨天气，掀动

树枝可拍打到窗玻璃，请求修剪树枝。

接到求助后，城管办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

大树位于两栋居民楼中间空地上，树下安装游乐设施

供老人和小孩下棋和嬉戏， 但不时会有枯枝落下，有

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城管办向

街道申请专项资金尽快修剪大树排除安全隐患。

修剪树枝当日，大概花了两小时左右，工作队伍

就完成 3 棵大树的修枝排危工作，既排除了隐患又美

化了社区环境，老人家和小孩得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里休闲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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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卢杰

有求必应

街坊有所呼 小 e 有所应

扫码说出您的烦心事，小 e 助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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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

聚龙新街小区树枝修

剪完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