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问题严峻 商业险关注度提升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养老已经成了眼下一个严峻话

题。 据统计，2013年底我国60岁以上

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的

14.9%，上海则超过25%。与之相较，随

着我国家庭规模、结构，甚至理念的深

刻变化，单一的居家养老难以适应社

会发展，机构养老获得越来越多的认

同。 但从养老机构的情况来看，缺口

明显、运营困难、抗风险能力弱等问

题突出。

传统“养儿防老” 的做法实际上

可能还没有“养房防老” 来得实惠。

在自己体力尚佳时，多存养老钱，多

做养老计划，或许才能过上有尊严的

老年生活。

城市里的纠纷

在城市，机构养老获得越来越多

的认同。 但从养老机构的情况来看，

缺口明显、运营困难、抗风险能力弱

等问题突出。

据浦东法院惠南法庭庭长徐平

介绍，“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公立

养老机构缺口巨大，面临入住需求压

力；民营养老机构多数处境艰难，心

中常有委屈；老年人总会觉得护理不

到位，带有怨气。 ” 徐平指出，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系统发力。 浦东法院惠

南法庭辖区是浦东养老机构聚集地。

2013年， 浦东法院共受理涉养

老机构纠纷20件， 同比增长82%；

2014年1至6月已受理12件。

徐平说，处理老年人、养老机构

这两个相对弱势群体间的纠纷，一方

面要鼓励行业发展，维护社会资本进

入养老领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保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维护行业规范

性。 两者之间要不断进行个案权衡，

处理难度大。

看来， 公立养老机构 “一床难

求” ，而民营养老机构的管理水平尚

待提高。 那么现在最红火的、商业保

险公司推出的“养老社区”呢？

据泰康人寿客服人员介绍，目前

与泰康养老社区对接的产品有多款，

起价为200万元，投保人至少需要分

一次或多次缴纳不少于200万元的

保费，可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获

得入住养老社区的资格。产品到期后

按年返还养老金直至身故。 同时，如

果入住的投保人低于养老社区的实

际容纳量，投保人已经达到退休年龄

的直系亲属可以优先入住。

但交了200万元不代表一劳永

逸。 根据合同条款，购买保险只是取

得了入住养老社区的资格，相当于免

除了未来数十年的房屋租金，而物业

费、卫生费、水电费、护理费等仍需要

入住后缴纳。

看来养老社区是针对高端人群

的，能一下子拿出200万元的保费毕

竟是少数。

中国证券报记者随机调查后发

现，现在的老年人中，早些年购入房

产，现在靠收房租养老的人生活幸福

指数最高。

北京的程女士告诉记者，她父亲

过世早，母亲非常有经济头脑，早几

年就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都在河北

老家买了房子。 “那时候房子便宜。

我妈妈买了房子就出租。 租金不高，

但稳定。她就是靠房租把我们几个孩

子供上大学。 现在又靠房租养老，一

点不给子女添负担。 ”程女士说。

单靠社保养老金的老年人必须

省吃俭用，且不能出意外。 山西的杨

先生每月退休金2500元， 在当地属

中等水平， 老年生活还算衣食无忧。

但杨先生不久前因脑血栓需要请保

姆时，就显得拮据了：全天陪护的保

姆一般要求每月支付3000元， 杨先

生只好动用早年积蓄。

理财师建议，30岁到45岁人士，家

庭收入逐渐增多， 是家庭收入积累的

黄金时期。 在有一定的保障类保险的

基础上，可以考虑购买商业养老险，以

补充未来社保的不足。 记者采访的几

位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的投资者还处

在交费期，具体效果如何尚待考察。

农村的悲剧

在农村，养老已经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

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农

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 项目

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 山东、江

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

40多个村庄。 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

杀现象 “已经严重到令人触目惊心

的地步” ：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

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

位。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

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

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刘燕舞认为，农村老人自杀或

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

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在农村自杀

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

以上年龄段。

据刘燕舞统计， 农村老人自杀最

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 其次是摆脱

疾病的痛苦， 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

60%，之后是情感问题。 刘燕舞认为，

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 就要解决

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所以，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

农民， 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打

算。 他们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

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

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

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2009年9月24日，国家决定在全

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 10年内在全国所有

农村地区推行。主要是针对无工作单

位的、在家务农的农民。 国家政策是

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

政府补贴构成。 个人缴费方面，参加

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

养老保险费。 缴费标准设为每月100

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

档次。 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

缴多得。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为年满

60周岁、 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但

上述“新农保” 还未做到全覆盖。

中国证券报记者询问了几家大

型商业保险公司，相关人士均表示目

前还没有针对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险。

他们坦承，商业养老保险农民是买不

起的。看来要彻底解决农民养老年问

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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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年化收益率超

6%

产品重现江湖

□ 本报记者 殷鹏

上周第二批新股开始申购，冻结

资金超过6500亿元，推升了资金市场

利率，这使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出现波

澜， 有多只收益率在6%以上的理财

产品进入市场。 理财师建议，投资者

不妨抓住机会买入。 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银行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17%，平均投资期限为138天。 最近

一周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走高，上海银

行间一年期拆放利率已达5%。 根据

以往经验来看，这应该是临近月末时

点，银行在货币市场调剂资金余缺的

正常现象。 因此，本周理财产品收益

率走高契合了月末时点效应。

据最新统计显示，上周发行的银

行理财产品中，除农商行发行的理财

产品外，其余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

再现集体上浮现象。 有多只收益率在

6%以上的理财产品进入市场。 然而，

银行理财产品屡曝未达预期最高收益

率，投资者若盲目购买，很容易掉进超

高预期收益率陷阱之中。 一位国有银

行理财经理表示，不能仅看收益率高

低，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理财产品的

投资方向、获利条件、是否保本保收

益、投资期限等，再根据自己的资金使

用情况，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

在“理财界” ，有这样一类产品，

他们有着定期存款的安全稳健， 而获

得的收益却高于定存利率， 作为名目

众多的理财产品中不容小觑的 “势

力” ， 保本理财产品一直受到投资者

青睐。 不过， 两周前， 银监会下发的

“35号文” 让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再起

波澜， 也让许多普通投资者担心其是

否会对产品预期收益率产生影响。 银

行业内人士指出， 此举旨在强调商业

银行销售规范的同时， 提示投资者

“买者自负” 的问题。银行销售产品要

卖给对的人，投资者在选择产品时，也

要量力而行、认清风险。

在理财产品中， 结构性理财产品

最让人纠结，既想要高收益，又担心遇

上“黑天鹅” 。 理财师表示，结构性理

财产品实际上是一种将存款、 零息债

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与金融衍生品，如

贵金属、期权、石油、基金、股票等组合

在一起的综合产品。 选购结构性理财

产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范风险，尤

其是在购买结构性理财时会遇上三大

风险：收益虽高但可能达不到，看不懂

产品说明书，销售人员推荐不当。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统

计， 本周，7天、14天、1个月和6个月，

这四种期限银行理财产品的周均收

益率有所降低。 此外，其他各期限理

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

提升。 从收益率分布来看，各期限预

期收益率最高产品属股份制银行、农

商行和外资行。 其中深圳农商行的一

款理财产品以5%的预期收益率夺得

了14天期限第一的位置；平安银行的

一款6个月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9%

的预期收益率居同期限产品的首位。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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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金银多头期待刀尖上舞蹈

□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严京

本周以来清淡的行情就是为非农就业数据

的公布做准备。 美国二季度GDP数据大幅向好，

而7月的ADP就业人数低于前值和预期值，使得

金银空头空欢喜了一场。当前消息面与资金主力

对金价的影响强于技术面，而在乌克兰、加沙和

伊拉克等地的局势距离全面缓和尚待时日的情

况下，相关地缘局势消息再度搅局的可能性难以

排除，这使得投资者的紧张情绪难以缓解。

美国公布的二季度GDP初值环比增长4%，

远超经济学家预期的3%。 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

强势上行，连闯前期多个阻力关口，并以81.493创

出年内新高。 而美联储在声明中暗示不急于升息

的状况，遏制了金价进一步走低，下方多头抵抗

动能仍在。 在经历了GDP、利率决议两回合的多

空争夺后，多空双方依旧未能分出胜负。

重磅数据当属压轴的7月非农数据，就业市

场表现是美联储何时加息的 “晴雨表” 。 7月

ADP就业人数低于前值和预期值； 目前市场对

于非农的预期为23.1万人， 也低于前值28.8万

人。 从美国近几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来看，已呈

现出稳定趋势，而缺乏意外的表现可能并不会对

黄金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若数据不及预期则会给

黄金喘息机会，局部反弹有望展开。

俄罗斯抨击欧盟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部门进

行大范围制裁， 警告欧洲人能源价格将上升，本

周二欧盟成员国达成一致禁止俄罗斯一些国有

银行在欧洲资本市场进行长期融资，对武器和军

民两用技术实施禁运，并限制对俄出口能源相关

的设备和技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加沙地区的冲突

可能会延续。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没有抓住停战

时机，一味蛮干让局势恶化。 现在以色列也摆出

“陪到底” 的姿态，总理讲话让巴以冲突会继续

下去。

中东以及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持续

支撑金价， 美联储确定将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

不过坚挺的美元指数以及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

给黄金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市场的焦点更容易集

中在出现变化的情况之上， 金价1290美元的支

撑非常关键， 综合对非农的基本面分析认为，即

使数据极好也不可能强力打压黄金，若该位置不

破则逢低做多。

证金贵金属认为， 尽管市场投资情绪仍然偏

空，但白银走势显然已有所改善。 银价整体维持了

区间内的震荡盘整走势， 上方阻力和下方支撑都

比较强劲，多空力量较为均衡。 预计银价仍以震荡

为主，如果白银走势没有出现大跌或者明显下跌，

那么后续一旦反弹起来，上方空间更为开阔。

提防互联网保险理财陷阱

□ 本报记者 李超

保监会近日通报2014年上

半年全国保险消费者投诉情况。

据悉，上半年各类涉及保险消费

者权益的有效投诉总量为12417

件，同比上升27.88%。其中，涉财

产险公司投诉为5103件。 财产险

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平均值为

1.34件/亿元， 包括众安在线、利

宝保险、国泰财险在内的33家财

产险公司均高于平均值。 同时，

涉人身险公司的投诉总量为

7286件。

在保险消费者投诉当中，互联

网保险业务相关案件数量出现上

升苗头。在电商渠道变得日趋重要

时，一些不当行为引起有关方面注

意，监管层正在关注和研究防范相

关销售风险。

保险业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

近期在互联网理财产品中占据的

比例已有上升势头，在“宝宝” 收

益率回归理性之后，保险有望借此

机会推动第二轮年化预期收益率

的“高潮” 。 而在其刺激市场竞争

的同时， 监管层正密切关注防范

“噱头” 营销，规避“重投资、轻保

障” 的问题。

各类理财产品在互联网上

“厮杀” ， 对于大数据的掌握成为

定价关键，尤其是对掌握了大量数

据的保险公司来说，通过推出互联

网理财产品，将会对自身的布局产

生积极影响。 与“宝宝”类理财产

品不同的属性，要求保险公司必须

考虑到监管要求，履行充分告知等

尽责义务。同时，“触网”将倒逼以

往依赖传统银保渠道的业务加快

转型。

专家建议消费者， 在互联网

上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之前， 应谨

慎研究和核对，提高风险意识。 同

时， 保险理财产品所言的年化预

期收益率并不能确保实现， 监管

部门对保险产品有收益保证红线

要求， 实际收益要看产品的具体

运作情况。 不排除部分保险公司

在承诺回报率的同时， 会采取办

法尽可能地实现最初承诺的较高

水平的收益率。 但这种情形不会

成为主流，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刚

性兑付” 不仅违反监管规定，而且

在财务上也不可持续。

投保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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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出行玩转信用卡

□ 李宝富

七八月是暑期旅游旺季， 随着信用卡的普

及，很少有人会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如今，许

多人外出旅行甚至是出国旅行前，都会换好必要

的零钱，带上一两千元现金，重要的是，钱包里要

装上几张信用卡。不仅可以省去带现金不安全的

因素，还可以享受不同银行的优惠。 不过你知道

怎么充分享受钱包中不同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吗？

“现在出国旅行，带上中国银行发行的Visa

信用卡通过Agoda活动页面预订酒店， 可获得

泰国和韩国酒店限时特惠低至5折，还可享全球

多数酒店折上9折。 ” 在中行一位工作人员说，

“现在不少人利用暑期带孩子和老人去东南亚

旅行，所以针对这条线路我们特别推出了优惠活

动，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 ”

不仅是中行，暑期来临后，各银行都在信用卡

推广上下足了工夫， 优惠措施可谓五花八门。 例

如，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与深圳航空日前发行“凤

凰知音” 联名信用卡， 在常规的信用卡功能基础

上，实现联名信用卡与深航会员卡结合，为持卡用

户提供1000元航班延误险等“福利” 。该产品分为

金卡和白金卡两种产品等级， 金卡和白金卡持卡

人分别每消费18元或15元均可累积1 “凤凰知

音” 里程，使用深航中信联名卡刷卡购买深航机

票，可获得双重里程奖励。 白金卡持卡人可享受

“36+1” 白金高尔夫畅打、汽车道路救援服务以

及白金医疗服务。 此外，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

6月30日期间， 持卡人购买深航头等舱机票或经

济舱8折票（及以上），可获得深圳机场“宝马/比

亚迪车接车送”和“贵宾出行秘书”服务。

浦发Visa信用卡持卡人至韩国指定乐天免税

店通过Visa网络支付， 可获得5%至15%折扣优

惠， 如果凭本人中国护照原件和浦发Visa信用卡

可领取浦发折扣手册，满额消费并使用该手册，最

高优惠低至7.2折。 光大银联信用卡（卡号以62开

头， 卡面有银联标识） 持卡人在国航官网购买机

票，并使用银联在线“银联卡支付”方式支付（非

网银支付）， 可享受订单价格立减20元的优惠，光

大银联白金信用卡、钻石信用卡更可立减25元。

一位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说，现

在各家银行都在利用暑期大力推广本行的信用

卡，准备出门旅行的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计

划，挑选对自己最有用的两三张信用卡。 如果以

前没有信用卡，可以马上申请。为了节省时间，夫

妻可以申请不同银行的信用卡，从机票预订到酒

店预订甚至购物都可以享受到各种折扣的优惠，

这样做比不制定计划，盲目出行要划算得多。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上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预期收益变动

（百分点）

7

天

2.88 0.15-5 3.83 3.4-4.8 -0.95

14

天

3.87 2.8-5 4.23 3.7-5 -0.36

1

月

5.15 5.1-5.2 5.25 4.2-5.7 -0.10

3

月

5.08 0.85-7.2 5.07 2.5-8 0.01

6

月

5.22 2.2-9 5.25 1.6-10 -0.04

12

月

5.31 2.35-7 5.19 2.25-7 0.12

12

月以上

5.48 2.2-10.02 5.21 2.2-8 0.27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投资方式

7

天

5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1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4

年

7

月

28

日—

7

月

29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4

天

5

信通理财

-

双周盈第一期理财产品投资期

12

深圳农商行 非保本浮动

1

月

5.2

平安财富

-

双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1

年

300

期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

万以上

)(

认购期

:2014

年

7

月

28

日

-

2014

年

7

月

28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3

月

7.2

招商银行焦点联动系列之股票指数表现联动

(

沪深

300

指数期末双向连续型带触碰条款

)

理财计划

(

产品

代码

:104495)

招商银行 非保本浮动

6

月

9

平安财富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194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

7

平安财富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191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以上

10.02

汇享天下–三年期人民币结构性投资产品

(2014

年第

103

期

)(

到期

100%

本金保障

)(IN9A398S)

汇丰银行 保本浮动

CFP图片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规模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0783 3.2644 3,234,960,161.47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0395 3.2410 3,118,624,490.73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9497 2.9337 2,849,028,519.94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0.9764 2,929,193,168.48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0840 3.4220 2,167,953,983.28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8965 2.4680 1,793,026,733.02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0590 3,177,090,819.46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8774 1,754,898,150.09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280 3.2860 2,785,115,818.05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