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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运行核心环节是保障基金收支的平衡性,这与我国退休职工的生活保障
制度、生活水平等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之间关系密
切。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计算、统计工作十分复杂,其中包含着大量学科和技术之间的交融关系。在
本文的研究中将介绍养老保险精算的概念与方式,并且提出养老保险制度精算的可行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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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rial study of Enterprise Workers’ Basic Pensi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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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link of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s to ensure the balance of fun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ving security system and living standard of retired
workers in China,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the social impact of reducing the aging population.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calculation and statistics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re very complex, including a
blend of a large number of disciplines and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feasibility measures of
pension system actuari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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