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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頔

试点4年不到百户承保
业务尚未落地山东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又
被称为以房养老保险。简单来
说，就是老年人将房屋抵押给
保险公司，每月从保险公司领
取一定的保险金。而当老年人
身故后，保险公司可以将房屋
的处置所得优先用于偿付养老
保险相关费用。等于提前兑现
房子的价值，用于养老。

早在2014年6月，原保监会
便发布了《关于开展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
导意见》，并提出在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四个城市开展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试点
期为两年。

两年的试点期满，试点期
又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还将
试点范围扩大至江苏、浙江、山

东、广东等省的部分地级市。
2017年7月，国务院还印发《关
于加快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
见》，要求大力发展反向抵押保
险等适老性强的商业保险，并
提出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展
反向抵押保险业务，在房地产
交易、登记、公证等机构设立
绿色通道、降低收费标准、简
化办事程序等。

尽管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
不小，但“以房养老”保险在这4
年之内并没有多大进展。截至
今年6月，有多家保险机构获
得试点资格，但据业内统计，
业务得到落地的仅幸福人寿
一家，全国范围内也只有9 8
户家庭、139位老人完成了承
保手续。记者从幸福人寿获
悉，目前此项业务并没有在山
东落地，主要在北京、上海、广
州、武汉这四个首批试点城市
开展，而且公司也是把以房养
老保险定位为一个小众化的保
险产品。

老人觉得不划算
保险公司不积极

“就算在西方国家，以房养
老也只是养老体系的一个补
充。对于国内来说，它作为一种
新生事物，需要整个社会来慢
慢接受，我们公司就没急着推
出相关产品，仍然处在观望调
研阶段。”省内一家寿险公司负
责人介绍，以房养老保险是上
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泽西州
一家银行创立的，存在时间并
不长，在今后若干年中，以房养
老保险的定位还会是“小众
化”，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不
少。

首先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里，房产往往作为家庭重要财
产要留给子孙后辈，老年人更
愿意相信“养儿防老”的传统养
老方式，把房产留给子女，由子
女来给自己养老。“所以我们调
研时发现，谈到以房养老这个

话题时，老人们都要先问问子
女的意见。”而从子女的角度来
说，一是要尽孝道，主动负担起
养老的责任；另外也不想眼看
着父母的房产转让给别人。“60
岁以前按揭买房，60岁以后抵
押房子养老，百年之后，什么都
没留下。”这是很多老人的直观
感受。

按照目前的产品设计，如
果房产估值为100万元，每月到
手的基本养老保险金额大约为
2500元（60岁投保的男性，未扣
除相关费用），对于投保人来
说，觉得并不是很划算。如果老
人卖掉房子住进养老院，可以
用理财收益支付相关费用，还
保留了售房本金，可能是更理
想的选择。

全国推广可考虑
扩大抵押房产范围

尽管在试点期间遇冷，但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日趋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意味着，以房养老保险
有其市场动力及其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
所副所长姜向群指出，根据比
较可靠的估算，我国有100万
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约7 . 6
万个的数量持续增加。此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国
留学工作定居在国外的人数
快速增加，其中有些人不再需
要国内父母的房产，也不方便
照顾父母晚年的生活，这部分
老年父母也具有“以房养老”
的需求。

为了 满 足 这 一 市 场 需
求，有业内人士建议，在向全
国推广的过程中，可以考虑
逐步扩大抵押房产的范围，
将其他类型的不动产，如商
业类的房产、共有产权住房、
农村宅基地房产、农村家庭
承包的土地使用权等列入抵
押范围，以便解决更多老年
人的养老问题。

想想以以房房养养老老，，得得先先要要过过子子女女这这关关
全国范围内仅98户家庭尝鲜，在山东尚未落地

银保监会近日表示，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扩大到全国范围，进一步深化商业养老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满足
老年人差异化、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以房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7月便已启动，但成效并不明显，一方面参与该项业务的保险机
构屈指可数，另一方面潜在客户的投保热情也低于预期。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如意
实习生 张苗青

9日下午5点30分左右，壹
粉“szy天天”在齐鲁壹点情报
站发来这样一则情报：山东省
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吕霞前段
时间不小心摔伤，本需卧床休
息，可在家休息几天后因为放
心不下病人，便拄着双拐坚持
上班接诊。这是一位怎样的医
生？10日记者前往省中医院采
访了吕霞。

10日9时，吕霞已经接诊
了四五位患者。“我们规定8点
上班，但是吕主任每天7点30
分就开始接诊病号。”一个半
月前的一个周日，晚饭后，吕
霞和丈夫打算出门透透气，就
在下楼时，一时恍惚不小心踩
空摔倒在地，她接着被送往本

院做检查。
医生刚检查完，还没出结

果，吕霞赶紧回到自己的科
室，安排好工作，并挨个通知
登记本上的预约患者，“我当
时没想到自己是骨折了，以为
只是轻微扭伤，过几天就会
好。所以我通知大家，我‘脚坏
了’要休息几天，一上班就通
知他们。”

医生告诉吕霞，左腿需要
打上石膏固定，而石膏至少需
要一个多月才能拆。“摔得太急
了，休息时间又这么长，我只能
再分别联系患者，向他们致
歉。”一个半月过去，6日，吕霞
拆掉石膏正式上班，她把一些
紧急的患者全安排在了这一
天。“我上班前还想，今天要是
坚持不下来，第二天就不去了，
但试了试也不是完全不能动。”

一天坚持下来，吕霞整整接诊
了24位患者，比平时还要多。

今年60岁的张女士是吕
霞的“老朋友”了，这次她由于
牙神经痛前来就诊。提起吕
霞，张女士说：“她每次都从病
人角度出发，指导我买性价比
高的药，努力为患者保住原生
态的牙齿。每次看牙我都找吕
大夫，不光技术好，还认真，对
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

一上午，前来就诊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吕霞的老病号，大
家对吕霞的脚伤都很关心，有
些还劝她，“受伤了就该好好
养病，康复了再上班也不晚。”

“找记者，上壹点！”来齐
鲁壹点情报站，随时随地@记
者，300记者在线等你。发情报
爆料上头条，百万红包等你
拿！

摔摔伤伤后后先先联联系系患患者者
刚刚拆拆石石膏膏就就上上班班
拄拐上班的医生吕霞：放心不下病人

华华东东最最大大数数据据灾灾备备中中心心落落户户青青岛岛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高
寒） 3日上午，中国电信要客
灾备中心青岛基地举行揭牌仪
式，这标志着华东地区规模最
大的数据灾备中心落户山东青
岛西海岸新区。

青岛西海岸气候宜人，地震
和地质灾害发生概率低，同时在
配套设施、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优
势。这也是中国电信要客灾备中
心落户于此的关键。据了解，青

岛西海岸灾备中心的规模，在全
国仅次于贵州和内蒙古。

特大型数据灾备中心青岛
基地的建成，主要面向山东政
府、金融、医疗等重点行业单位，
可为电子政务、民生档案、医疗
健康等各类信息提供数据安全
保障，避免因不可抗自然灾害、
系统故障等造成数据丢失，也将
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提供大数据安全备份保障。

战战场场相相识识，，离离世世后后共共同同捐捐遗遗体体
山东籍军旅伉俪：都是学医的没那么多忌讳

本报记者 陈玮
通讯员 杨罗玉 吴寒来

王烜烜

当携手一生的人老了，会
以怎样的方式来终结此生？来
自山东胶东半岛的一对军旅
伉俪老夫妇，选择双双捐献遗
体。他们结缘于革命年代，在
和平年代热心公益，在2010年
共同签署了遗体捐献书，向红
十字会捐献遗体。

毕庶礼1929年出生于胶东
半岛一个贫困农村，是山东荣成
人，1945年进入八路军胶东军区
海军分区医训队学习，由此踏上
革命征途。后分配到胶东军区五
师直属队任卫生员，在孟良崮战
斗中他英勇抢救了两名重伤员，
自己也负了伤。在南麻、临朐等
战斗中，毕庶礼又先后四次负
伤，每次都化险为夷，坚强地挺
了过来。

战后，毕庶礼被评为二等伤
残，征求意见是复员还是留队，
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回部队。不
久，毕庶礼就遇上了他一生的革
命伴侣——— 李静萍，她也是一名
医务工作者，老家在山东龙口，
他俩相识于朝鲜战场，同为志愿
军27军医疗队的战友，相同的经

历很快使他们撞出火花。
19 5 6年两人正式结为伉

俪，结婚几十年，两人聚少离
多，毕庶礼多次前往大西北核
试验基地、越南战场，一去几
个月杳无音讯，李静萍一个人
带着三个孩子在安徽工作，从
不叫苦叫累。

2010年毕庶礼和李静萍作
出志愿捐献遗体的决定，却遭
到了子女的坚决反对，他们不
希望父母百年后清明节连个
祭拜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都
是学医的，没有那么多忌讳，
从战场上幸存下来，我们唯一
的愿望就是为党和人民再做
最后一点贡献。”手续办完后
不久，李静萍就因为中风卧床
不起，2013年与世长辞。

五年过去了，毕庶礼也走
到生命的尽头，从发病到逝
世，也就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弥留之际，毕庶礼一直叮嘱子
女要及时通知南京市红十字
会，身后事一切从简。7月18日
上午，他出现心跳骤停，药物
和各类抢救措施都上了，但还
是没有能够把他留住。

他们的遗体都捐献给了南
京市红十字会，虽然两位老人离
开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

10日9时，吕霞正在诊室接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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