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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迅猛发展，“银发经济”
催生了巨大的老龄产业市
场需求。据中国社科院老
年研究所测算，目前中国
养老市场的盘子约 4 万亿
元，到 2030 年有望增加至
13万亿元。

养老地产只是养老产
业的一部分，国内市场“蛋
糕”已清晰可见，正成为房
产商及投资者的潜在开发
领域。

据国内相关地产集团
作出的评估，按我国老龄

化人口计算，国内养老地
产市场需求从 2010 年 5 亿
平方米，到 2020 年将增长
到7亿平方米，到2050年这
个数字是13亿平方米！养
老地产在中国的发展迎来
空前的契机。

笔者认为，相较商业
地产、养老地产要更复杂，
不仅包括医院、护理等必
有的配套设施建设，更需
要一套系统、标准化的养
老服务产业链配套。房企
跨界经营，需要整合医疗、
餐饮等多条相关产业链。

这样来说，养老地产
只是一个载体，其中更多
的内容需要相关养老产业
链来填充，养老地产不等
于养老解决方案。在没有
可复制的成型模式下，真
正专注于养老地产的企业
将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因为，养老地产的投资回
报 周 期 一 般 需 要 7 到 10
年，是商业地产的 2 倍，资
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而从行业成长过程来
看，养老地产同旅游地产
一样，在我国房产市场属

于新业态，由于定位不明，
盈利模式不清晰，现阶段
养老地产市场上，的确有
一部分在摸着石头过河，
真正是履行社会职责、做
养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
并没有摆脱传统房地产开
发的本质，贴着养老地产
的标签以不同形式卖房，
行“圈地”之实。

在纯养老地产还没有
看得见的盈利模式之前，便
可预见，在开发商浮躁地追
逐投资回报的目的下，出现
以养老之名，拿十成的土

地，做三成的养老项目，七
成的商业配套住宅开发。
而现实中，这种状况屡见
不鲜，有的项目比例还远
远达不到三七开，甚至部
分开发商只是“挂羊头卖
狗肉”，开发养老地产项
目，配套极少数养老设施
作为点缀罢了。

资本逐利，要谨防养
老地产沦为开发商低价

“圈地”的工具。这就需要
政府在土地政策和行政管
理上不给“钻空”者可乘之
机。

存款保险条例比想象
中更早地落地，利率市场
化如箭在弦。

国务院发布公告称，
《存款保险条例》自2015年
5月1日起施行。存款保险
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
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

在A股疯狂、全民盛宴
之时，存款保险的推出有
利于资本和股票市场，5月
1 日后理论上将打破 50 万
以上存款刚性兑付的“潜
规则”，担心存款风险的人
会部分把存款腾挪到证券
市场。目前股票市场的成
交量、开户数、融资量接连
创出历史新高，说明楼市
成为普通资产配置品种、
银行存款搬家的背景下，
股票市场成为投资者青睐
之地。未来还有更多的投
资品种，如银行资产证券
化，各类债券等。

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
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由
于大型金融机构“大到不

能倒”是国际通则，大型金
融机构的收益率或者存款
利率普遍要低于中小金融
机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
中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 。
2012年12月10日，次贷危
机后为防止全球性大型金
融机构出现风险蔓延全
球，英国和美国银行监管
当局联合发布有关处理全
球性银行破产的首个跨境
方案，旨在防止大银行倒
闭给整个市场带来巨大冲
击，强制股东和债权人承
担银行破产的相关损失，
破产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将
被撤换，没有受到影响的
健康业务部分可以继续经
营，并确保这些银行的总
部拥有足够资金，从而保
护纳税人利益。

把存款当作最后依靠
的人，很有可能牺牲存款利
率，转而寻求大到不能倒的
金融机构的隐性安全保障，
无论从风控、资产规模还是
经营能力，利率的竞争、缴

纳的保费等看，大型金融机
构从长期来看是获利者。
并且，大型银行从几年前就
开展的理财业务，将一大部
分存款都引入了银行理财
产品中，这一部分资金对于
存款保险的推行影响几乎
为零。而小银行如城、镇商
行等，为了吸引存款继续留
在本行，必然会花费更多的
负债成本，缴纳更多的保
费，从去年看，中小银行的
存款利率已经显现高于大
银行的趋势。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
短期有利于存款保险基
金、长期有利于保险机构
等。存款保险制度推出
后，会有存款利率的竞价
过程，利率会上升，因此对
于 债 券 、保 险 等 市 场 不
利。从长期看，存款保险
推低利率，有利于债券、股
票、保险等市场。

与交强险不同，存款
保险基金目前来看不投向
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基金

的运用，应当遵循安全、流
动、保值增值的原则，将存
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投保
机构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
机构缴纳保费，形成存款保
险基金。存款保险基金将
投资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
据、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债
券以及其他高等级债券；或
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资金
运用形式。本质上来说，
存款保险基金与目前的保
险公司无关，保险公司股
价上升主要是保险投资等
新政引发的估值修正。

50万的赔付标准虽然
覆盖的储户数量广，达到
99.63%，但不符合中国储蓄
集中在少量储户手中的现
实，会让中高收入人群“伤
心”，这将驱使高收入群体
存款搬家，从银行搬到证
券市场，从小银行搬家至
大银行或分散在多个银
行，还有部分资金可能会
进入理财产品、信托、股权
投资基金、股市或是其他

三方理财机构。
哪些存款类金融机构

会率先倒闭？负债率高、
内控不良的一些农信社等
机构，目前已经出现了一
些风险，改革之后风险将
更加突出。但有关方面不
可能允许中小金融机构大
规模倒闭，而是通过一个
两个倒闭的典型案例，提
示储户客观风险，推进利
率市场化。

存款保险制度落地，
大大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的
进程。短短几年时间，利
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迅速推进，从最早的打破
央行控制存款利率、允许
各大银行在限定的区间内
自由决定存款利率，到沪
港通的开放，还有民营银
行、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
起，这几年的金融改革的
步伐速度之快，超出了绝
大多数人的想像，中国的
投资市场、财富分配将因
此发生巨大的变化。

高大上的奢侈品牌香
奈儿在率先发起全球调价
风潮之后，近日再出重拳，
宣布旗下高级珠宝新品将
登陆境外奢侈品电商平
台，4月15日正式发布。和
线下相同，香奈儿此次试
水电商的所有产品均将以
全球同价方式进行销售。
此番首次试水网销的“香
大牌”，也被众多业内人士
解读为发出谨慎“触电”的
信号。

比起之前已入驻天猫
的巴宝莉和闻风而来的芬
迪，香奈儿此举并不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尽管有
数据统计显示，去年全球
在线奢侈品销售仅占整个
奢侈品销售总额的 5%，但
随着全球线上销售规模不
断增长，高端品牌开始积
极尝试网销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

不可否认，过去数年
来奢侈品在全球的销售正
日趋滑坡。不仅欧美市场
消费凸显疲态，连多年来
一直作为奢侈品销售重要
市场的中国地区，近两年
也由于三公消费收紧、一
线城市消费饱和等因素，

购买力呈现下滑态势。对
于身陷销售窘境的奢侈品
牌来说，电子商务不仅是
拓展销售渠道的一次有益
尝试，更可作为宣传媒介
让品牌影响力深入人心。

但同时，奢侈品通过网
销，打破以往区域间价差明
显，经销商垄断市场的格
局，也是顺应互联网商业进
化论的必然之举。

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
不断加深，全球商品价格
已日趋透明。传统奢侈品
牌经销商希望通过区域垄
断，为商品猛增“附加值”

的商业手法，已越来越丧
失生存土壤。对于网络购
物能从生产方直接到购买
方，从而剔除过去层层扒
皮中间商环节的商品流通
方式，消费者已然习惯成
自然。电子商务早已不是
屌丝品牌的聚集地，而是
成为重构互联网时代商业
法则的重要土壤，这使得
奢侈品牌不得不顺应这股
力量。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商
业法则，供需天平的轻重
转换也改变了买卖关系。
从买东西要抢，到给啥买

啥，再到如今要啥给啥，消
费群体在商业体系中的地
位正在提升，而有了互联
网这条反馈渠道，消费者
的意见也成为影响生产方
决断的重要信息源。未来
能够在激烈商战中屹立不
倒的品牌，不一定是历史
悠久高大上，而一定是尊
崇消费者意愿，顺应互联
网思维的品牌。奢侈品牌
如今走下神坛，登上网络
倡导全球同价，相信也是
顺应互联网商业进化论的
明智之选。

养老产业切莫沦为房产商变相圈地的皮囊

存款保险有利于三个市场

奢侈品“低头”触网是商业进化的胜利
□赵黎昀

□叶檀

□傅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