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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社会大环境及其现状来讲,社会保障问题是民众长期关注且关乎民生的重点问题之
一,与养老保障相关的体制也处在逐渐完善当中,以多角度、多层面来有效解决社会各界的养老问题。在
社会养老这一保障体制当中,企业年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是将基础性社会养老作为出发点,属
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型体制,是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笔者主要
分析目前企业进行年金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希望能为企业优化年金管理
方面的工作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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