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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金

以房养老，管不管？

养养老老出出新新招招，，实实行行起起来来有有点点难难

老人将自己的产
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
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
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
年公寓服务的这种养
老方式，就是近期被讨
论火热的“以房养老”，
按计划，会在2014年一
季度试行推广。但是从
中牵扯的房地产、金
融、保险、社保以及行
政管理的多个领域，

“以房养老”也成难题。

老龄化比例加重，养老成难题

在中国，60周岁以上的公
民就被统划为老年人，而按照
国际标准，中国早在1999年就
已经步入了老龄化。据数据
显示，自2010年底，中国老年
人就已经达到 1 . 9 4亿，而在
2013年底，将可能突破2亿，所
以如何养老就成了社会乃至
家庭中越来越重视的问题。
在 我 们 所 熟 知 的 养 老 模 式
中，儿女赡养是最传统的方
式了，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
的增多，儿女赡养反而成了
三代人的隐痛。于是，老人们
开始大多依靠退休金或者积
蓄养老，而现在大多数的年
轻 人 则 在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开始给自己购买养老保
险，以期老有所养，但根本上
还是无法惠及现有老年人。

“留下房子抵押，金融机构为
你养老”的新型养老方式就开
始通过试点，尝试通过盘活
老人的不动产，进行解决老
人养老的资金难题，通过老
人把已经付清贷款的房子抵
押给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让后者在对房主的年龄、预
期寿命、房产若干年后的价
值等因素，再定期给房主发
放一定数额的养老金，直到
房主去世后，房产便可归金融
机构所有。然而在近几年实际
运行的试点中，“以房养老”并
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同，只有寥
寥几个的金融机构开展这一
模式外，大多数机构仍处于驻
足观望状态，同时到银行或保
险机构开展此项业务的申请
者更是少之又少。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房价不稳，金融机构难下手

“要是把房子押给银行，换
取养老金，等我百年了，这房子
可就是银行的了，这辛苦攒了
一辈子的钱，最后房子还成了
别人的，我儿孙还不得恨死我，
再说，这房子就是一个窝，老了
也不想再挪了。”孟大妈今年66

岁，住的还是多年的老房子，听
到记者跟她解释什么是“以房
养老”时，老人家觉得很不靠
谱。按相关的资料规定，申请

“以房养老”的人们，独居老人
或孤寡老人，或是没有子女、子
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是最符合条
件的，但即使是这类老人，也会
担心，失去了房屋所有权之后，
会进入“房财两失”的地步，没
了依靠。同时，养老机构要设施
的不完善也是老人们不能接受
这一新模式的原因之一。

除了老人的不信任，保险、
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没能放下警
惕，不仅房价的走势、申请人的
寿命估算都难以预测，同时，相
对于正向按揭来说，“倒按揭”
时间越长金融机构所担的风险
就会越大。“老人家申请所抵押
的房子大多年限都已经接近70

年了，金融机构依靠剩下的使
用年限，去补偿支付给老人家
的养老金成本，很不划算。再
者，如果说估算时，我们估算给
老人的预期寿命是15年，那要
是她最终活到了30年，那么我
们还要多付15年的养老金。这
笔账算下来，我们承担的风险
就会大于收益，许多业内机构
还是不敢试水。”采访中阳光保
险公司枣庄分公司的一位工作
人员跟记者分析道。

年轻时养家，老了怎么办？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摄

“你问我答”
互动交流平台

Q: 理财产品保本吗？
A: 理财产品就是让银行代为投
资，在得到一定的收益率的同时，
个人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银行
通过不同类型的投资，开发收益
率和风险不同的理财产品，比如
工行和建行，银行不定期的会推
出一些理财产品。理财产品一般
分 为 保 本型和 不 保本 型 ，5 万起
存，理财产品的期限也不同，有30
天的、60天的、三个月的、半年的、
一年的等等，时间长短不同，利息
也有不同。对于理财初学者来说，
可以先选择一些保本型、时间相
对较短的理财产品。每一期的理
财产品不同，利息也有区别，数量
和时间也有限制，所以，如果您看
中一款理财产品，最好赶快下手，
因为期限一到，这个理财产品就
无法购买了。(贾晓雪)
Q: 大学生如何选择理财产品?
S : 大学生一族的财务特征是，
经济不独立，经济活动消费为主，
收入依赖家庭。有部分学生勤工
俭学，补贴生活；也有极少数学生
在大学阶段自主创业。

理财可以依托银行账户，做
一些保本类的投资。可以存款，购
买理财产品，购买货币基金。大学
生账户的钱，也就是购买5万元起
点的短期理财产品，比如中行的
日积月累日计划产品，首次购买
起点5万元，像活期存款一样方便
存取，账户不低于1 0 0 0元就可以
延 续 ，收 益 是 活 期存 款 的 6 倍以
上。也可以购买货币基金，流动性
都很好，收益远远高于同期存款。

如果作为尝试和爱好，可以
考虑在大学阶段后期，拿出少许
多余的钱体验一下股票和股票基
金。这方面投资门槛很高，专业储
备不足，财务状况一般的学生，不
要涉足。 (刘凯 )

银银行行过过节节爱爱上上高高收收益益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投资者可抓住时机购买

中秋过节，火的不仅仅是
月饼和大闸蟹，经常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消费者肯定知道，
过节也是银行发行理财产品预
期收益高于同期发行的同类理
财产品的时候。中秋期间，理财
产品的批量上市，备受投资者
的关注，其中，最高收益可达到
5 . 8%.

过节好消费，不少理财投
资者在过节期间，纷纷甄选适
合自己的产品，在刚过去不久
的教师节中，不少银行照例发
行了教师节专属理财产品，因
为预期收益率极高，产品一经

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在建设银
行发行的一款“教师节”产品
中，35天就预期有4 . 3%的预期
收益，而农行发行的两款产品
中，投资期限分别为43天和69

天，预期的收益率可达4 . 75%

和 4 . 8 %。而教师节过后的中
秋、国庆，又接踵而至，不少分
析师预计整个9月份，因为银
行资金面依然偏紧，银行理财
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将会继续
保持高位，而打着“节日牌”的
理财产品也会更加值得大家的
关注。

16日，记者走访多家银行

发现，近期各家银行的短期理
财产品的更新速度都比较快，
其中，建设银行的个人理财业
务人员告诉记者，近期，理财产
品的速度更换的很快，基本上
每天都会有新的产品出现，如
果有闲置的资金，投资者可以
尝试抓住这个月的好时机但
同时，投资者不光要看预期收
益，也要充分关注产品投资标
的收益类型、投资期限等细节
内容，购买适合自己风险承受
能力的产品。随后，在登录工
商银行的网站时，记者看到，
在最新31款理财产品中，光是

预期年化收益率超过(包含)5%

的产品就有16个，而中行近期
所发售的二十多款相关理财产
品中，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产品，收益率超过5%。

过节期间，人们的消费热
情容易高涨，为此专家提醒，因
节日产品的高预期收益着实催
生了大部分投资者认购，所以
产品经常是几小时内就被抢购
一空，想要获得高收益理财产
品，大家就必须得提前做足功
课，提前着重关注那些热衷发
行高收益节日理财产品的银
行。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中行POS机走进北京现代

近日，为了让更多人去了解金融知识，更好地映衬“金融知
识月”的宣传活动，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走进北京现代枣庄凯顺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北京现代的销售工作人员宣讲金融知
识。其中，中行的刘凯主任所讲解的信用卡额度申请，及中国银行
POS机如何提升销售业绩的新型应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极大关
注。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贾晓雪 摄影报道

1、怎样提高信用卡额度？
2、下岗人士如何贷款？

只要你有疑问，并且急于找
到答案，那就加入我们“你问我
答”的版块，让我们共同去营造一
个轻松自在、追求知识、解疑释惑
的空间。如果您有理财和投资问
题及想关注的经济信息，即可通
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进行交流互
动，届时，欢迎您的来信！
财金热线QQ：2921458251
财金热线邮箱：h a nw e i 9 1 1 2 3@
163 .com或2921458251@qq.com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你问我答”
下期问题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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