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houguangdianbao

民生汇 07
2019 年 8 月 23 日 编辑：周巾晶

20 年后退休 你能领多少养老金
如 果 20-30 年
后退休， 预期你能
领多少养老金？官方
数据来了！ 近日，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已上线试运
行。 记者体验发现，
该平台除需输入本
人月缴费工资、实际
缴费年限等相关数
据，也有“未来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率(%)”“
未来个人账
户记账利率(%)”“
未
来缴费工资增长率
(%)”三个未知变量，
因此该测算并非实
际养老金额，更多的
是对未来的一个科
学预测。

官方帮您预测领多少养老金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http:
//si.12333.gov.cn）已经上线试运行。 平
台可提供社保年度参保信息查询、待
遇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社保关系转
移查询、 异地就医查询、 境外免缴申
请、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状态查询等，
都是全国性跨地区服务。
该网站平台提供两种注册方式，
一种是按照身份证号码注册， 一种是
按照社保卡及社保银行卡注册。
记者登录测试， 从输入信息到输
入手机号、 等待接收短信密码到注册
完成，仅需 1 分钟，方便快捷。
注册登录成功进入“养老金测算”
栏目，显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测
算”网页，可根据参保类型选择“城镇
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或灵活就业人
员”，输入数据即可自动预测。
记者按照对话框输入信息， 以一
名 40 岁男性为例， 预期退休年龄 60
岁，实际缴费年限 15 年，视同缴费年
限 15 年， 上年末个人账户存款额 18
万元，参保地（北京）上年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为 8467 元（统计局发布），本
人月工资 1 万元，而“未来在岗职工平

“未来个人账户记账
均工资增长率(%)”
利率(%)”“未来缴费工资增长率(%)”三
个变量， 假设分别以 5%、8%和 3%代
入， 系统会自动计算并弹出一个对话
框。 系统计算显示， 月入 1 万元的 40
岁男性将在 2039 年退休，月基本养老
金为 22217 元。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是怎么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未来预期的
三个变量数值代入大小， 将会对未来
养老金的预测产生巨大影响。
再以一名 30 岁男性为例，预期工
作到 60 岁，月工资 2 万元为例，如果
假设“未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和“未来缴费工资增长率(%)”分别
是 10%和 5%，在“未来个人账户记账
利率(%)”中代入 3%、5%、8%，未来他的
养老金可能是 5.9 万元、6.6 万元、7.18
万元。 也就是说到 2049 年退休时，该
参保人预期的月基本养老金约为 5.9
万元至 7.18 万元。
“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直接影响
未来养老金的多少。 人社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 2018 年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

提防！ 民间借贷中的这些“坑”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
行为越来越普遍，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
件逐年上升。 借钱容易要钱难，很多人在
借贷时因为碍于颜面、疏忽大意或者太过
信任等原因，踩了民间借贷的“坑”，结果
惹上官司。 其实，这些看似友好互助的民
间借贷中暗藏玄机，这些
“
坑”很容易就会
被忽视，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都要
擦亮双眼，谨慎识别。

没有书面凭证，
“
空口无凭”
张三与李四系朋友关系。 一日，张三
因急事用钱，但身上没带现金，便随口向
在场好友李四借款，李四鉴于双方是多年
好友对张三信任有加，在张三没有出具借
条的情况下便爽快借出 8000 元现金。 后
来，超过了约定的时间，张三没有如约还
款，李四向他索要，但张三却丝毫没有还
款的意思。后李四再次在电话中向张三询
问并试图进行录音取证，说：
“
我借给你的
8000 块钱你什么时候还？ ”不料张三竟矢
口否认借款一事，李四一气之下便以此通
话记录为证据，将张三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李四提供的通话录音

盲目担保，
“
坑”你没商量

法院，要求二人偿还借款 15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洪某作为保证人，在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
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且原告宋某
起诉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依法支持了宋
某要求刘某、 洪某连带偿还借款 15 万元
的诉讼请求。
律师提醒： 如果要为他人的借款行
为提供保证， 务必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的保证方式，以免财产受损还伤
了和气。

2018 年 1 月，刘某看到一家正在经营
中的饭店要转让便想接手， 因资金不足，
几经介绍，刘某找到宋某借款 20 万元，并
约定 2018 年 6 月底偿还。 宋某担心刘某
到时不能还款，便要求刘某提供担保。 刘
某想到自己的发小洪某，一顿酒足饭饱之
后，财大气粗的洪某便在借款合同担保人
处签字。 后刘某经营失败，借款到期后，仅
偿还了宋某 5 万元。 宋某多次向刘某索要
借款，刘某一直推诿，宋某便向担保人洪
某索要，洪某以宋某应先向刘某索要为由
亦不还款。2018 年 10 月，宋某将二人诉至

张某因资金周转紧张借款无门，好友
李某就向他介绍了一款网贷 APP。 2017
年 2 月 12 日， 张某在该平台上申请借款
20 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后张
某需一次性偿还本息共计 24.8 万元。 借
款协议同时约定，张某需预先向平台支付
咨询费、服务费、审核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2 万元。 后张某未能如期还款，就被这家
网贷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网络贷款平
台在向张某提供借款之前预先扣除了咨

只能反映其曾经向张三主张过债权的事
实，但因为张三矢口否认，现有证据不足
以证明李四向张三出借过款项，所以李四
仅以录音证据证明他与张三之间发生过
借款的事实，法院不予认可。最终，法院判
决驳回了李四的诉讼请求。
律师提醒： 在向他人借钱的时候，一
定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除了借条、欠条
等，还应当保留好转款凭证。 一旦发生纠
纷，只有证据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

网络借贷，
“
陷阱”频发

参数的通知》公布：2018 年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含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记账利
率为 8.29%。
2018 年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一年
定期年利率为 1.75%，三年定期年利率
为 2.75%；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
率为 4%左右。 这意味着同等本金的情
况下，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收益是
一年定期 存 入 银 行 利 息 收 益 的 4.73
倍， 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得收益的
2.03 倍。
人社部指出，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每年由人社部和财
政部公布， 记账利率的确定主要考虑
职工工资增长和基金平衡状况等因
素，并通过合理的系数进行调整，不得
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记者注意到，2016 年、2017 年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含机关事业单
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
户记账利率分别为 8.31%和 7.12%，都
远远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还有查询社保卡状态等功能
据悉， 该平台将先行提供社保年
度参保信息查询、待遇资格认证、养老
金测算、社保关系转移查询、异地就医
查询、境外免缴申请、社保卡和电子社
保卡状态查询等功能， 实现全国性跨
地区服务。
目前，已有 25 个省份完成了部分
地区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
对接，22 个省份提供养老保险待遇测
算服务。 其中，13 个省份还将提供个性
化测算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底，全国基本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47 亿人、2 亿人、2.45 亿人，比上年底
分别增加 443 万人、328 万人、650 万
（据新华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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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费、服务费、审核费等共计 2 万元，所以，
虽然申请借款的金额是 20 万元，但张某实
际上借到的本金只有 18 万元。 并且，在借
款协议中还约定借款到期后张某需支付
利息 4.8 万元，这个利息是以本金 20 万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计算所得。借款时，
张某已预先支付了各项费用共计 2 万元，
故网贷公司起诉所要求的利息与上述费
用合计已超年利率 24%，根据法律规定，对
于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法院最终判令张某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8 万元并支付以 18
万元为基数，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4%计算的利息。
律师提醒：网络借贷属于民间借贷的
一种，利率必须遵守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
倍以内这一
“
红线”，超出部分可以要求返
还或者扣减本金。法律不支持
“
砍头息”和
预先扣除各种手续费的做法，预先扣除的
利息等费用不得计算在本金之中再计算
复利。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