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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保险正式推向全国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 唐弢）中国银保监
会近日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老年人住房反向
抵押养老保险，
“以房养老”保险正式推向全国。
“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
”
保险这笔账怎么算？
保险这笔账怎么算
？
就在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后不久，浙江首单“以房
养老”保险产品 7 日落地杭州，保险客户陆先生夫妇
从杭州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手中领到了第一笔养老
保险金。
事实上，
“以房养老”保险并不是通常所见的保险
产品，而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
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简而言之，就是房屋
所有人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然后每个月从保险公
司领一笔养老金，待所有人去世后，保险公司再处置
房子，并扣除相关费用，
房子抵押并不影响居住。
这种模式下，那些收入较低，但名下住房价值较
高的老人每月都能获得一笔养老金，从而改善老年生
活。
据提供该保险产品的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产品
主要优先孤寡失独老人、低收入家庭、高龄老年群体
投保。
“老年人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双方将确定基
本养老保险金额，以抵押房产的评估值为基础，同时
考虑房屋折旧、预期增值、预期的老年人平均生存年
限等，金额一经确定，不能变更。
”
这个看似“旱涝保收”的险种，究竟是否划算？业
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投保人房产的估值计
算为 100 万元，那么 60 周岁的男性投保人每年需缴纳
2544 元保费，直至 86 周岁，每月到手的基本养老保险
金额为 2514 元。
同样条件的女性投保人，两项金额相对较低，分
别为年缴保费 1622 元和每月到手基本养老保险金额
2082 元。
投保人陆先生表示，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他
和老伴每月合计可以拿到大约 6000 元。加上退休
金，每月总共可以拿到一万元左右，生活质量肯定大
不一样。
“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
”
保险试点情况如何？
保险试点情况如何
？
早在 2013 年，国务院就提出鼓励开展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4 年和 2016 年分两批
在全国部分城市开展试点。
从试点情况来看，业务开展并不理想。截至今年
6 月底，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业务，共有 98
户家庭 139 位老人完成承保手续。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一些人
难以接受‘以房养老’。”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朱铭
来说，很多老人也难以接受自己辛苦一辈子挣来的房
子未来成为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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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不少人对于“以房养
老”的直观感受。
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房子未来价值的不确定
性,也让不少意向人群体“望而却步”, 在房价不断攀
升的经济环境下,老年人更愿意相信自己房子的价值
会一直上涨,而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量,对老年人房产
的评估价往往低于市场交易价,这也会影响老年人的
投保热情。
对保险公司来说，这个业务涉及房地产、金融、财
税、司法等多个领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法律
法规尚不健全，政策基础较为薄弱，业务流程管理和
风险管控难度较大，
难以盈利。
专家：
专家
：多举措培育全新养老模式
“‘以房养老’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浙江省社
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建华说，
“它可以作为当下养
老市场的一个补充方法。
”
针对推广中所面临的问题，杨建华表示，激活“以
房养老”保险市场，首先要将“以房养老”的服务模式
标准化和精细化，提高其可信度；同时，做好信誉背
书，有力保障老年人和保险机构的相关权益。
银保监会在此次通知中特别强调，保险机构要做
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综合研判，加强“以房养
老”保险的风险防范。在业内人士看来，
“以房养老”
涉及保险、房产、信贷等多个金融环节，因此，在监管
方面离不开政府各部门的通力管理。
在举措上，法律专家蔡湘南建议，当前应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以应对在开展保险业务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长寿风险和利率风险。同时，还要管控好房地产市
场波动风险和房产处置风险，建立规范有序的住房反
向抵押养老保险市场。
另外，为了更好地激发市场需求,一些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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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房产等列入抵押范围,以
便解决更多老年人的收入问题。
同时，专家还建议，保险公司可进一步完善养老
产业链布局，探索通过引入长期护理保险与“以房养
老”保险产品有效融合、发展康复医疗等，为老年人提
供更全面、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舍命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赤色警卫师师长 —祝应龙
新华社南昌 8 月 10 日电（记者赖
星）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党
委、政府驻地院墙东侧约 200 米处，有一
处烈士纪念园。园内安葬着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英勇捐躯
的中共党员、赣东北赤色警卫师师长祝
应龙。
“他留下的壮烈事迹和无畏精神，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乡民警，激发我们
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抚州市东
乡区公安局民警乐涌涛和同事在祝应
龙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排成整齐的队
伍，
庄严地举起右拳，
重温“入警誓词”
。
档案显示，祝应龙的出生日不详、
籍贯不详，就连名字当中的“应龙”二字
也是根据东乡口音音译而来。1932 年 3
月 5 日，赣东北省委决定在东乡开辟新
的根据地，派祝应龙和时任中共赣东北
省委巡视员的邵式平于 6 月 22 日开赴
东乡。他们率领 800 余名官兵，挺进以
珀玕弄里艾家为中心的东乡、余江周边

地区，在弄里艾家村成立了东乡县苏维
埃临时政府。
接连取胜后，赤色警卫师扎营下湖
徐家村。
6 月 27 日，国民党抽调国民党部队
第 53 师和第 5 师两个师的兵力，采取分
进合击战术，包围东乡东部地区，企图
在徐家村消灭赤色警卫师。
战斗惨烈，洪水汹涌。当时，敌人
占领了制高点，密集的火力封锁了交通
要道。如不及时组织突围，部队面临全
军覆没的危险。
在生死关头，祝应龙与几位团长商
议，
由他带领 100 余名士兵抢占旁边一处
制高点，压住敌人火力，部队其余 700 余
名官兵由邵式平指挥往东北方向突围。
在战斗中，一直跟随在祝应龙身边
的新婚妻子壮烈牺牲。面对突如其来的
巨大不幸，
祝应龙强忍悲痛，
冲锋陷阵。
为了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从身边
一个已经牺牲的战士手中拿过一把枪

跃出壕沟，冲向制高点要去强抢敌人机
关枪。就在接近制高点时，祝应龙不幸
身中数弹，英勇牺牲。牺牲时，他手中
紧握着枪支，
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战斗中，与祝应龙一起担任掩护任
务的 100 余名红军战士血战到底，全部
壮烈牺牲（包括 1 名团长）。赤色警卫师
剩余的 700 余名官兵在邵式平的指挥
下，向东北方向成功突围。
祝应龙牺牲后，国民党的士兵抬着
他的遗体报功，行至半途，被武装群众
截获，将他的遗体安葬。
祝应龙的英勇事迹被东乡人民永
远铭记，在他牺牲之地，当地政府为其
修建了纪念碑和烈士墓。数十年来，每
逢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都有许多干
部群众、教师学生前往凭吊。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8 月 9 日无人机
航拍的北盘江大桥。
当日，杭瑞高速
贵州省毕节至都格
（黔滇界）公路北盘
江大桥上云雾缭绕，
美景如画。北盘江
大 桥 主 桥 跨 径 720
米，桥面到谷底垂直
高度 565 米。
新华社记者欧
东衢摄

云端俯瞰北盘江大桥
新华社成都 8 月 10 日电（记者吴光
于）8 月 10 日清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法治广场上，10 万名自发前来的群众胸
戴白花、眼含热泪，送别他们心目中的两
位英雄——仁寿县富加派出所所长王
涛、辅警廖弦。
4 天前，他们面对歹徒挺身而出，用
血肉之躯挡住了歹徒疯狂挥舞的尖刀，
为群众撤离争取了时间，护卫了他们的
安全。
以身挡刀
8 月 6 日早 7 时许，一起凶杀案打破
了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富加古镇的宁
静。接警后，
富加派出所迅速展开案侦工
作，不到 2 个小时便初步
锁定犯罪嫌疑人张某，并
紧急组织力量开展缉捕。
上 午 10 时 ，烈 日 炎
炎，富加派出所内人来人往，20 多名群众
在户籍室排队等候办理业务。派出所所
长王涛带队回所，敲定了凶杀案抓捕计
划，正准备出所追捕，忽然听见一阵巨大
的撞击声。
只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冲进了派出
所，冲上了台阶，先撞向办理户籍业务的
群众，随后又斜撞到派出所门柱上，堵塞
了三分之二的大门，一名被撞群众满身
是血，躺在车头位置。
“快！你们拿上盾牌！”王涛立马意
识到事态严重性，一边掏枪一边带领民
警、辅警往外跑。突然，一声枪响传来，
群众的尖叫声不绝于耳。
此时，犯罪嫌疑人张某已从驾驶室
跳下车来，手持一支仿制式手枪对着办
事群众扣动了扳机，子弹从一名女性的
腿部穿过，
又射伤了一个少年的腿部。
就在他想要开第二枪时，手枪卡壳，
随即他又拿出一把长 40 厘米、宽 3 厘米
的尖刀冲进了户籍室。户籍室里 20 多名

群众惊恐万分，
纷纷后退。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辅警廖弦挺身
而出，极力吸引张某注意，并退往户籍柜
台与其对峙，群众得以借此机会往外撤
离，全部安全脱险。但狭小的户籍室里，
廖弦被张某猛刺数刀，失去知觉倒在了
血泊里。
以命护民
户籍室外，王涛率十多名民警、辅警
形成合围之势。就在张某转身扑出时，
王涛和民警刘飞果断扣动扳机，击伤了
张某。
但张某中弹后仍然负隅顽抗，乱舞
尖刀。辅警简磊回忆说，当时办事群众

并肩共事的好搭档
据王涛、廖弦生前同事介绍，二人在
日常工作中就一直冲锋在前，时刻把群
众冷暖安危系于心间。
“我们曾是一起并肩共事的好搭
档。”提起王涛，仁寿县公安局清水派出
所所长李骅数次哽咽。2003 年，二人曾
一起在禄加派出所工作。之后，王涛调
到文林派出所任副所长，逐渐成为所里
的刑侦顶梁柱，连续 9 年的春节都在派出
所里度过。今年 3 月，由于长期坚守岗
位、身体透支，王涛患了严重的胰腺炎，
生病住院。一周后，他便带病回到岗位，
整个人瘦了 20 多斤，还依然坚守一线。
廖弦是一位曾经在
西藏边防一线驻守 13 年
的 解 放 军 战 士 。 2014 年
退伍后，成为一名警务辅
助人员，在富加派出所主要从事户籍业
务办理工作。利用中午休息和晚上时
间，加班加点为老百姓办理证件是他工
作常态。在同事们眼里，他每天早上都
会提前开门、提前办公，就是为了让来办
理业务的群众少等一会儿，多办理一些
业务。如今，户籍室里再也没有他忙碌
的身影。
王涛和廖弦以身挡刀、护民牺牲的
事迹在网络传开后，网友纷纷留言致敬：
“你们是英雄！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时时在流血、日日
有牺牲的人民警察，他们在我们身边无
私奉献和英勇献身！”
“他为了惩恶扬善，为了群众安宁，
为了他热爱的警察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
血，他的离去是比泰山还重的。”谈起孩
子，王涛的父亲王献明眼中噙满泪水，
“你的生命，将如同你头上的警徽永放光
芒。”他望着远方，似乎还在等待儿子的
归来。

四川 10 万群众送别公安英雄
惊魂未定，
惊魂未定
，
仍聚集在院子右侧。
仍聚集在院子右侧
。为保护群
众安全，
王涛冲上前去，
往院子左侧移动，
力求转移张某注意力，
并与他展开近身搏
斗。疯狂的张某向王涛砍刺数刀，
最致命
的一刀捅向王涛腹部，
瞬间血流不止。
重伤倒地后，王涛仍牢牢控制着张
某的手，直至民警上前将其完全制服。
几分钟后，120 救护车赶到事发现场，将
受伤群众和民警送至医院抢救，受伤群
众目前情况稳定，但王涛、廖弦由于伤情
过重，虽经全力抢救，
仍未能挽回生命。
事发后警方查明，37 岁的张某系网
上逃犯，被江西瑞昌和四川成都两地公
安机关通缉。因张某对导致他家庭矛盾
的谢某心存怨恨，8 月 6 日凌晨潜入仁寿
县农旺乡找谢某寻仇，当日早 7 时许，张
某与谢某父亲相遇并发生冲突，张某持
刀将他捅伤致死。张某杀人后，曾打电
话威胁谢某，通话中了解到谢某已向富
加派出所报案，误以为谢某在富加派出
所，
于是驾车冲进派出所院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