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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上调房贷利率释放啥信号
本报记者 郭子源

投资47个养老社区项目，床位数超过8.4万个——

保险公司“抢滩”养老社区
本报记者 李晨阳 郭子源

城
乡
居
民
大
病
保
险
服
务
有
望
升
级

江

帆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保险公

司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管理办法》，对

目前保险机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

务进行进一步规范，以提升服务质量与

服务水平，保护参保群众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保险机构承办社保性质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由来已久。从

2012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的指导意见》，支持商业保险机构经办

大病保险，提高大病保险运行效率。到

2015 年 7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

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大病

保险，至今已8年有余。

8 年中，几乎所有有资格有能力的保

险公司，都加入了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服

务的队伍中，先后出现过中国太保的太仓

模式、中国人寿的新乡模式、中国人保的

湛江模式。在这些模式中，保险公司通过

与地方社保部门合作，用专业的保险管理

方式，减轻了政府负担，造福了一方民众，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乡居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大

病保险已经覆盖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数超过10亿人，全国90%以上的社保统筹

地区委托了商保机构承办大病保险。

不过，随着我国百姓医疗保障内外

环境的变化，保险机构承办业务中的一

些制度和规定已难适应新形势，需要按

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对标。同

时，保险业承办大病保险业务以来，明

显加深了对大病保险的认识，各地政企

合作也探索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

相比 2013 年和 2016 年先后印发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规定，《管理办

法》至少有3个亮点：

首先，升级整合了前两次版本的多项制度，形成了一个

能覆盖大病保险承办全流程、全环节的全新监管体系。

其次，对保险公司在承办业务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

力设定了更高标准，即经营承办业务的保险公司要建立健康

保险事业部，并按照长期健康保险经营标准加强人员配备。

这意味着保险机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服务质量和专业

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对承办业务的平稳健康运行有重要作用。

最后，在降低风险上更具操作性。《管理办法》要求保险

公司完善大病保险业务单独核算，同时鼓励保险公司与政

府开展大病保险项目按完整协议期进行清算。

从目前情况看，保险公司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地区的社保资金难以一次划拨到位，造成

保险公司被动垫付。长此以往必然加大保险公司的财务负

担，最终可能影响对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服务质量。但如

果保险公司注重推行与地方政府部门按完整协议期进行清

算，这种情况有望进一步得到缓解。

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城市之一，深圳市近期的房贷

利率变动再度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记者获悉，继 5 月上

旬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上调房贷利率后，日前，其他四家

国有大行也跟进，宣布上调房贷利率，首套房贷款利率执行

LPR+45BP，即 5.10%，二套房贷执行 LPR+95BP，即 5.60%，相

较之前分别上调15BP和35BP。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体现对中低收入人群购买保障性安

居型商品房的支持，安居型商品房贷款利率维持不变，执行

LPR+30BP，即4.95%。

相较于中小银行，国有大行的房贷利率调整往往更具影

响力。一时间，市场上关于房贷收紧、房地产市场调整等猜测

蜂拥而至，继 5月上旬建行上调房贷利率后，其他国有大行为

何会统一跟进？此次上调房贷利率的原因是什么？将对房地

产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从记者向深圳市金融监管部门、多家房地产中介了解的

信息看，接下来，多家股份制银行跟进、上调房贷利率也是大

概率事件。

“自 2021年起，金融管理部门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

理制度’。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建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为

34.73%，而集中度要求为32.5%，超了2.23个百分点，虽然建行

房贷体量庞大，腾挪空间较大，加上 4 年整改时间宽裕，整改

压力不大，但也应采取措施适当控制房贷增长。”招联金融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后续其他国有大行跟进的原因又是什么？一方面，建行在深圳

住房贷款市场居龙头地位，其定价行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另一方

面，这也与目前深圳市房贷利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关。

相较于全国房贷利率水平，国有大行在深圳市的利率水

平普遍较低。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42个重点城市房贷

利率的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 4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 5.31%，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59%，而大型银行在深圳

市的首套房贷利率普遍为4.95%、5.25%。

相较于北京、广州等重点城市，深圳的房贷利率水平也处

在低位。目前，北京市场首套房利率为 5.2%、二套房利率为

5.7%；广州市则已在今年多次调整房贷利率，目前首套房利率

最低为5.40%，二套房利率最低为5.60%。

“适当上调房贷利率是回归正常利率水平，有助于提升银

行贷款的收益水平。”董希淼说，加之近年来深圳市房地产市

场火爆，房价上涨较快，适度上调房贷利率，有助于抑制房地

产市场单边上涨趋势、防范风险。下一步，在房价上涨较快的

热点城市，或房贷利率相对较低的地区，房贷利率小幅上涨可

能会成为趋势。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执行房

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要求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应实施差

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坚持“有保有压”，保持个人住房贷款业

务适度发展，不“误伤”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目前有 10 家保险机构投资了 47 个养老社区项目，床位

数超过8.4万个。同时，保险资金通过直接股权和间接股权投

向产业方向为养老及养老产业上下游医疗、健康行业的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 2340 多亿元。”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党委

书记曹德云近日表示。

近年来，以泰康、平安、新华等为代表的大型保险公司，在

养老社区投资方面频频发力，“保险+养老”日益成为人身险

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

养老社区渐成气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泰康人寿、新

华保险等头部险企均已布局养老社区，且区域并不局限于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以进军养老社区较早的泰康人寿为例，公

司 2007年涉足医养领域，2009年获得业内首家养老社区投资

试点资格。目前，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已布局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西南、华中等核心区域的 22个重点城市，可容

纳约 5.5万名老人，已有 7家养老社区投入运营，近 4500 位老

人入住。

今年 5 月，中国平安发布康养品牌及首个高端养老社区

产品线，通过“金融+医疗+康养”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整合

公司金融、医疗与科技领域的优势资源，打造有品质的康养服

务。平安人寿党委书记杨铮表示，面对老龄化趋势，保险将对

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起到重要补充作用，不仅是养老支持类保

险产品的提供者，更是康养基础设施重要的投资力量和康养

服务重要的提供者。

新华保险党委书记、总裁李全介绍，近年来，新华保险顺

应行业趋势，积极开发寿险与养老健康相结合的产品模式，并

充分发挥险资期限长、规模大的优势，在全国重点城市布局康

养产业。据悉，新华保险创立了“新华家园”养老社区品牌，设

计了“乐享”“颐享”“尊享”三大产品线，满足老年人活力养生、

持续照料、康复护理等不同的养老需求。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

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60 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

市场人士分析，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养老保险会是

人身险行业发展的主战场。保险公司将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的

权益与保单相结合，为客户提供集金融、医疗、照护于一体的

综合养老服务，也是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协同作用日益显现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险企积极‘抢滩’养老领域，不断加速

投资兴建养老社区，一方面是看好其市场前景；另一方面则

是当前人身险公司负债久期趋长，大量的险资需要长期投

资，而养老产业与险资的长期属性天然契合。”的确，我国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

的基本国情。对于保险行业来说，“银发经济”所催生的养

老产业链成了业内必争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推出的养老社区项目大部分属于高

端产品线，客户通过购买相应的保险产品，获得入住资格，但

入住“门槛”都在百万元以上。对此，一家保险公司产品经理

向记者坦言，公司推出的高端养老社区主要面向公司已有的

高端客户。据了解，大型保险公司经营多年，已经积累了很多

高净值客户，现在可以把高端客户直接导入养老社区，为其提

供更多附加服务，能够更好地发挥保险主业与养老社区的协

同性。

虽然目前主要的协同效应在于保单带来的入住权，但从多家

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来看，险企是从养老社区切入，为客户定制

各类康复特色治疗，包括私人医生、健康管家，以及绿色就医转诊

通道，旨在有效匹配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投资与保障需求，以实现

养老社区收益提升与保单数量、规模的增长相统一。

不难看出，保险公司投资兴建养老社区并不是简单地把

险资配置到养老机构上，更重要的是把保险的风险管理功能

与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医养服务缺口深度融合。从保险公

司打造的产业链来看，养老社区向上可衔接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护理保险等产品，下游可带动护理服务、老年大学等产业，

极大地延伸和扩展寿险产业链，使保险产品与养老实体有机

结合，助力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面对的养老难题。

转型发展未来可期

今年一季度，79家寿险公司净利润776亿元，同比增长78

亿元。从数据上看，寿险公司业绩虽然在疫情影响后有所回

暖，但与 2019年同期的 1259亿元相比仍有近 40%的差距。这

也印证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判断，寿险公司在经历了 2013年到

2017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何继续保持业绩正增长，医养结

合或许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转型之路。

曹德云表示，无论是重资产的大型养老社区，还是轻资产

的养老服务，抑或是长期护理险、健康医疗险等养老相关的保

险产品，保险机构在养老领域的全产业链布局，正在为养老金

第三支柱建设延伸产业业态，有利于提升养老综合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保险公司配套的养老社区多数处于

亏损状态。一方面养老机构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较大；另一

方面后期运营又需要专业人员，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王绪瑾

认为，“尽管目前多数保险公司投资的养老社区还没有实现盈

利，但是我国养老社区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随着养老社区

规模扩大、入住率提升，未来有望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点”。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曾表示，养老是一个长周期、

慢回报的服务业，从国际看，成熟的养老服务业收益在8%上下

的稳定收益，符合长期寿险资金的性质。事实上，保险公司入

局养老社区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服务品质能否吸引老人长

期居住、运营成本能否持续优化都至关重要。

也有专家认为，目前险企在做的养老社区费用较高，其实

高端与中低端养老机构并行发展更能促进市场细分，规范养

老服务质量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加快

发展，更好地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积极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

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自 2021 年 6 月 1 日

起，由 6 家人身险公司在浙江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开展专

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据悉，试点内容包括保险公司应创新开发投保简便、交费灵

活、收益稳健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消费者达到60周岁及

以上方可领取养老金，且领取期限不短于10年。在风险有效隔

离的前提下，鼓励试点保险公司积极探索将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业务发展与养老、照护服务等相衔接，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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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观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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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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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天基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陈宏杰、李爱莲、陈城、陈
诺、何谦、张晓兮、吴忠市大可
以饭店有限公司

宁夏锦绣集团有限公司、青铜
峡市东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锦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宁
夏锦绣轻合金循环经济产业有
限公司、袁斌、李娜

宁夏锦绣轻合金循环经济产业
有限公司、青铜峡市东孚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银川元佑商贸
有限公司、宁夏锦绣集团有限
公司、宁夏锦鑫环保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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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宁夏锦绣轻合金循环
经济产业有限公司、宁夏锦绣
集团有限公司、宁夏锦泰新材
料有限公司、宁夏锦鑫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袁斌、李娜、解传
群、李静、郭波

宁夏锦绣轻合金循环经济产业
有限公司、宁夏锦绣集团有限
公司、宁夏锦泰新材料有限公
司、宁夏锦鑫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青铜峡市东孚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银川元佑商贸有限公
司、袁斌、李娜、解传群、郭波

宁夏锦绣集团有限公司、宁夏
锦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宁夏锦
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青铜峡
市东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
川元佑商贸有限公司、袁斌、李
娜、解传群、李静、郭波

中传锦绣（北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宁夏锦绣轻合金循环经
济产业有限公司、袁斌、李娜

宁夏兰花椛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刘宝元、陈自茜、银川旺元
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中玺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长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录、周艳玲、张宇峥

宁夏圣雪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上海圣雪绒羊绒服饰贸易
有限公司、侯羽乾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YIC05（高保）20160001、YIC05（高保）20160002、
YIC05（高保）20160003、YIC05（高保）20160004、
YIC05（高抵）20160003

YIC0210120190011-11、YIC0210120190011-12、
YIC0210120190011-13、YIC0210120190011-14、
YIC0210120190011-15

YIC02（高保）20180002、YIC0210120190008-15、
YIC02（高保）20180003、YIC0210120190008-14、
YIC02（高保）20180006、YIC0210120190008-16、
YIC02（高保）20180007、YIC0210120190008-13、
YIC02（高保）20180008、YIC0210120190008-12、
YIC02（高保）20180009、YIC0210120190008-11、
YIC02（高质）20170005、YIC02（高质）20170006、
YIC0210120190001-31

YIC02（高保）20170020、YIC02（高保）20180026、
YIC02（高保）20180027、YIC02（高保）20180025、
YIC02（高保）20170019、YIC02（高保）20180029、
YIC02（高保）20180030、YIC02（高保）20180028

YIC0210120170029-11、YIC02（高保）20180020、
YIC02（高保）20180019、YIC02（高保）20180018、
YIC02（高保）20170022、YIC02（高保）20170028、
YIC02（高保）20180022、YIC02（高保）20180023、
YIC02（高抵）20180001

YIC02（高保）20170016、YIC02（高保）20180013、
YIC02（高保）20180014、YIC02（高保）20180012、
YIC02（高保）20170017、YIC02（高保）20180015、
YIC02（高保）20180016、YIC02（高保）20180017

YIC02（高保）20190005、YIC02（高保）20190003、
YIC02（高保）20190004

YIC0210120160007-11、YIC0210120160007-12、
YIC02（高抵）20160006

YIC0210120160009-21、YIC0210120160009-22、
YIC0210120160009-24、YIC0210120160009-25、
YIC0210120160009-23、YIC0210120160009-11

YIC0210120180025-21、YIC0210120180025-11、
YIC0210120180025-12、YIC0210120180025-1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所辖属各
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
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5月27日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20年9月30日。
联系方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联系人：毛海宁
联系电话：0951-8773220 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168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金建军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联系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B座9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