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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是登高、 赏菊的传统佳

节，此外，还有了敬老、尊老的文化

内涵。 近年来，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

快，发展养老理财市场也迫在眉睫。

目前，老年人的理财意识在提高，但

在理财过程中也存在产品选择少、

金融诈骗多等问题。如今，包括银行

在内的各家金融机构在监管的引导

下抓紧布局养老金融市场。 业内人

士建议居民，养老储备宜早考虑，将

部分充裕的资金投资到养老金融

上，可以给未来一份保障。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中国老龄化率已达到 13.50%，目

前全国有 149 个城市 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为 14%~20%， 其中有 11

个城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20%。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三支柱”

养老保障体系。即以基本养老保障为

代表的“第一支柱”、以职业养老保

障为代表的“第二支柱”和以个人养

老保障为代表的“第三支柱”。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现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平衡问题也

愈发凸显。 主要问题在于“第三支

柱” 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第三支

柱”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不足。

而此前一些养老理财产品存在

“假养老”的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

之前由于缺少监管规范， 很多养老

理财产品只是产品名称中带有“养

老”字样，实际上并不具有“养老”

特性， 与普通理财产品并无太大区

别。 为此监管机构对养老理财进行

了整改，2021年之后不允许各家机

构再发行名称中含有“养老”二字

的理财产品。

对于养老理财产品的发展，监

管表过态， 对于养老金融改革总的

方针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清

理名不副实产品； 另一方面是开展

业务创新试点， 大力发展真正具备

养老功能的专业养老产品。 今年 9

月 10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

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 工银

理财、建信理财、招银理财、光大理

财获批在四地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

点。目前试点期限暂定为一年，每家

试点公司各获得了 100 亿元的养

老理财产品募集额度。

有银行人士表示， 试点的养老

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比较严格，产

品的期限也较长 。 一般情况下

60-65 岁以上的老人风险评级都

是 R1（谨慎型）级、R2（稳健型）

级，不会再做更高的评级。

有业内人士表示， 与其他金融

机构相比， 银行理财参与养老金投

资具有先天优势。 一是银行服务的

个人客户广泛， 能够有效拓宽养老

产品的覆盖面； 二是银行理财团队

具备宏观经济研判以及大类资产配

置能力， 能够为养老产品带来长期

稳健的收益。

而除了“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

品的缺乏， 市场还鱼目混杂各种以

“养老”为幌子的金融诈骗，给不少

老年人的理财之路带来阻碍。 10月

13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警

惕以房养老理财骗局。 中消协表示，

近期，北京、广东、河南等多地出现了

借“以房养老”概念进行非法集资或

者转移老年人房产的案件，受害者损

失惨重。 今年 6月，银保监会也发布

《关于警惕 “投资养老”“以房养

老”金融诈骗的风险提示》称，近期，

有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以房养老等

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其中手法就包括

打着投资养老名义，承诺高利率回报

且提供预留养老床位、预定养老房间

等服务， 向老年消费者非法筹集资

金。 不法分子还利用小恩小惠博好

感，降低老年人警惕性，抛出高回报

承诺吸引老年人。

银保监会方面提示， 消费者要

树立理性投资理财观念， 切勿轻易

相信所谓的“稳赚不赔”“无风险、

高收益”宣传，不要投资业务不清、

风险不明的项目。 消费者尤其是老

年人群，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前，多

咨询正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多

与家人商量，对投资活动的真伪、合

法性进行必要的判断和了解， 防范

不法分子诈骗侵害， 警惕非正规机

构的疯狂营销揽客行为。

关于老年人理财，有理财专家表

示，稳健是根本，一般来说，老年人的

主要理财目标就是退休后的生活。他

们不用再考虑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

的支出，因此，这个时期的理财不能

再像年轻时那样激进和冒险，而应该

在稳健的基础上趋于保守。

有银行理财经理表示，老年人理

财也不能单一性太强，老年人急需用

钱的几率比较大，资产的配置、产品

的选择，需要兼顾流动性和收益。 稳

健投资可以选择定期存款、 大额存

单、国债、固定收益类占比高于 70%

以上的理财产品等。这些收益虽然相

对较低，但风险也小。 同时也要有一

定占比的现金流，以备不时之需。

文达

10月 13日，国内首只“消费龙

头 ETF”———华宝中证消费龙头

ETF 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基金简称“消费龙头 ETF”，

交易代码 516130， 适时地为广大

投资者提供了一键布局 A 股 50 大

消费龙头公司的利器。 在交易所交

易时段内，投资者可像买卖股票一

样， 直接在二级市场便捷地交易

“消费龙头 ETF”。

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逐步上升，2020年占比

已经达到 38%，而美国为 67%。未来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升，

居民消费支出占比有望向高收入国

家靠拢，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巨大。

可以说， 经过年内这轮大幅回

调，消费板块尤其是消费龙头股，中

长期配置性价比凸显。 10 月 13 日

（周三）， 国内首只 “消费龙头

ETF”———华宝中证消费龙头 ETF

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基金简称“消费龙头 ETF”，交易

代码 516130。 在交易所交易时段

内，投资者可像买卖股票一样，直接

在二级市场便捷地交易“消费龙头

ETF”。相比于个股投资，ETF由于

是投资一篮子股票，风险大大分散。

公开资料显示， 华宝中证消费

龙头 ETF 跟踪的正是 “中证消费

龙头指数（931068）”，该指数由沪

深两市可选消费与主要消费中规模

大、 经营质量好的 50 只龙头公司

股票组成， 以反映沪深两市消费行

业内龙头公司股票的整体表现。 其

成份股均是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消费

领域代表性公司，覆盖“白酒龙头”

贵州茅台、 五粮液，“家电龙头”美

的集团，“乳制品龙头” 伊利股份，

“调味品龙头”海天味业，“免税龙

头”中国中免，“养猪龙头”牧原股

份，“汽配龙头”福耀玻璃等一系列

极具品牌号召力和市场议价权的

A股消费细分行业龙头企业。

长期以来，A 股消费龙头格外

受机构投资者青睐。 Wind 数据统

计，2021年二季度公募基金前十大

重仓股中，消费股占据四成，消费龙

头股作为公募偏好的方向被不断增

持。 此外， 外资同样青睐消费龙头

股， 对家电、 食品饮料板块明显超

配。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证

消费龙头指数的整体 PE（TTM）

为 28.51，PB 为 6.87， 处于历史的

相对合理区间。 截至 2021 年半年

报， 中证消费龙头指数的历史平均

ROE （TTM） 为 20.27%， 且在

2010 年至今的十年中表现非常稳

定。在当前资产荒的背景下，能够提

供较高 ROE 且长期稳定的资产，

配置价值显著。

晨报讯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国际间的资源、

要素流动步入新阶段， 对商业银行

在跨境领域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

求。

10月 13 日， 浦发银行发布“i

浦汇” 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打出

“3+3+N” 综合跨境金融服务牌，

即 3 项基础服务 +3 大特色方案

+N 个行业解决方案， 以数字化服

务满足外贸外资企业转型升级中的

金融需求。 这是继 2020 年该行推

出全新跨境电商全球收款服务后，

在该领域的又一全面整合升级。

浦发银行将 API、OCR、区块链

等数字技术应用于“汇”“兑”“融”

等基础服务，“全球汇” 跨境汇款、

“自由兑”结售汇、“闪电融”国际贸

易融资等 3项基础服务实现线上化。

聚焦新时期外贸外资企业在转

型升级进程中， 对于跨境金融服务

的新需求，浦发银行推出一站式、综

合化，方案式服务。 其中，《跨境平

台金融服务方案》面向传统外贸转

型企业及物流通关服务机构， 以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核心、 通过 API

对接，提供在线关税保函、在线关税

扣缴、在线跨境收付汇以及“线上

运费扣缴 + 资金监管服务”等口岸

在线金融服务。

面向跨境物流、外贸采购、科技

新经济、 海外工程承包等跨境特色

行业， 浦发银行持续推出行业解决

方案。

全球疫情背景下， 跨境物流行

业对金融支持的需求日益增强。 以

运费支付为切入， 浦发银行为货主

企业、货运代理企业、船运公司、班

列运营公司、 跨境物流平台等各方

提供一站式的资金管理、发票审核、

支付结算、在线融资服务等。 比如，

依托浦发银行的智能审核引擎的发

票系统自动审核功能， 货主企业可

快速完成运费支付； 在线融资申请

服务帮助货运代理企业解决了与船

公司、 货主企业的结算账期较长所

带来的资金占压问题。

据介绍，浦发银行跨境物流行业

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多个场景。 比如，

为中欧班列“长安号”提供的“资金

监管+运费结算”的综合服务。中欧

班列是我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重要路上物流通道，由

于班列运输是先开票后收款， 存在

订舱企业不及时支付运费的风险，

而且支付外币运费时审核发票、支

付申请都较耗时耗力。 浦发银行一

方面通过资金监管与扣划的机制保

障了中欧班列的运费资金安全；另

一方面通过发票系统自动核验，实

现了交易背景审核的全线上、 自动

化，提高了运费结算的效率。

老年人理财需求旺盛

银行积极布局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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