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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
的承诺，很可能是一场骗局。57岁的北
京冯女士现在面临失去一套房子的危
险，令她陷入困境的，是打着以房养老旗
号的理财骗局。

调查发现，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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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大旗、设圈套诱导老人签危险合同

以房养老理财骗局的基本套路是：
忽悠老人将房子抵押换钱，投进所谓以
房养老项目，宣称每月能拿数万元养老
金。老人将房产处置权交给公司，最初
每月能收到高额回报，但没过多久，公司
失联、老板跑路，老人“钱房两空”。

为什么这样的套路能屡屡得手？
调查发现，一些公司打着国家政策

的旗号迷惑老年人。一份利合济民宣传
单上写着“响应国家号召，实现以房养
老、以房养家的终极目的”。中安民生向
老人们兜售所谓以房养老产品，也是打
着国家政策鼓励的旗号，宣称“以房养老
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

有的公司拉大旗作虎皮，以权威机
构名义蒙骗老人。例如自称与民政部、
全国老龄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等机构合作，就是中安民生吸引老年人
投资的一块招牌。该公司还开设了大型
实体门店，号称是和官方机构合作共建
的养老服务大厅，声称有国家基金托底，
营造业务合规的假象。

这类公司不仅以高额利息为诱导，
还以免费旅游、免费“名师”上课、答谢会
等名义诱骗老人参加。有的公司还开设

餐厅，成为会员的老人可享受低价早餐、
午餐。在此过程中，公司人员再向老人
灌输以房养老的种种好处。中安民生的
案件中，不少老人就是在该公司组织的
免费郊区旅游、“名师”讲课中被慢慢洗
脑的。

设计圈套诱骗老人签格式合同，是
这类骗局的最险恶之处。这些公司往往
不会明确告知老人是通过抵押房产借款
进行理财，而是用“每月领取养老金”等
说辞进行忽悠，使老人深信“房屋抵押只
是走形式”。

警惕收益特别高、看不懂的项目

业内专家介绍，真正的以房养老又
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拥有房
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
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但继续拥有房屋
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
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
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
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
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2014年 7月，原保监会正式开展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8 年 7
月，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不过，保
险版以房养老的推行却市场遇冷。目
前，市面上只有幸福人寿和人保寿险的
两款产品，且参与者寥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天坛人民法
庭法官助理姜宁表示，以房养老理财骗
局针对的主要是法律风险意识低、资产
价值高、对养老服务有刚性需求的老年
人群体。

姜宁说，合规以房养老的开展主体
为商业银行或正规保险机构，除这两类主

体外，其他养老公司、服务机构开展的以
房养老项目，建议老年人一概不要参与。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志杰表
示，对一些收益特别高、看不懂、不清楚
钱给谁用、交钱变成合伙人的投资项目，
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上当受骗，
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做到
及时止损，绝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专家建议，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要

加强协同治理，形成监管合力，加大对以
房养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认为，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模式，目前保险
公司和商业银行以房养老的产品设计主
要优先满足高龄老人、失独孤寡老人、低
收入家庭老人的养老需求，产品品种和
业务覆盖范围未来有待升级。

（张超 王淑娟）

点 评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房产
理财的幌子，把老人房产抵押套现，
让老人与第三方出资人签署借款协
议，不法分子拿到钱后跑路闪人。

目前，北京仲裁机构已经停止仲
裁老人涉房纠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也驳回了一起第三方出资人主张
房产权利的起诉。下一步怎么办，老
人与第三方出资人都在等待着司法
机构的裁决。

法律是公正的，必将严惩蓄意骗
取老人房产的不法分子。而为了防
患于未然，相关部门依法办事的流程
可以多一些考虑，比如老人做房产登
记、抵押、公证等必须有子女或亲人
在场。一些律师提倡行业对接老人
并免费提供合同审核、财务咨询等服
务，当老人签署大额交易合同时，须
经老人的专属律师审查。

不法分子经常以某个街道为基
地，在附近开展业务。受骗老人呈现
出社区聚集、熟人推荐的特点。这就
要求各级政府以及居委会对属地“消
消毒”，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增强
老人对骗局的“免疫力”。

随着个人收入和积蓄的增加，老
人理财成为刚需。金融机构应该担
负起社会责任，开发更多适合老人投
资偏好、风险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
同时加强市场营销，让包括保险、银
行版“以房养老”在内的合规合法的
理财产品能够触达老人。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
年人口将突破3亿。社会各界应共同
努力打造安全网与防火墙，让老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老有所为”。

（张超 邰思聪）

莫让假“以房养老”危害老人

老年人须提防以房养老理财骗局
“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

奇山秀水，莲田叠翠，食藕品茗，养生怡情。
如今，走进商洛市山阳县法官镇法官庙村，犹如置

身世外桃源。村民人均收入由 2015年的 5000多元增
加到了今年的1万多元。然而7年前，这里却是一个深
度贫困村，满村土房子，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通往外界的
路都没有。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口号，在法官庙村，被省人大
代表、商洛市劳动模范姚广东发挥得淋漓尽致。

多方筹资打通出村路

以前，姚广东一直带领村民在外打工，与大家同甘
共苦、共同致富，深得村民的信任和拥护。

直到姚广东患上了胰腺炎，回村休养。他发现，虽
然很多年过去了，但回家的路依然泥泞不堪。

他顾不上病痛，想着怎样才能帮助乡亲们打通通
往外界的道路。他利用自身人脉，到处募捐，广大村民
们深受感动，大家纷纷你几十，我一百进行集资。最终
他个人出资 2万元，再加上筹集到的 6万元资金，用时
一个月便修通了2公里的出村路。

一条 2公里出村路，打通的不仅仅是省道，它不但
方便了老百姓出行，更激发了他们渴望致富的勇气，激
活了骨子里“不甘贫穷”的那种劲头。姚广东也因为深
受老百姓信任，先后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

租地种莲菜为民探路

2013年是法官庙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键之
年。这一年，商洛市政府办包抓法官庙村，姚广东觉得
村里发展的机遇来了。

“我们村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景观，稍加改造，就能
把村子打造成具有浓郁秦岭特色的美丽乡村！”他说。

姚广东构建的第一个景观便是“九眼莲观赏”。在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沟通下，许多百姓把地交给他，村
里大面积种植起了莲菜。

在外打工多年的姚丽，经姚广东劝说鼓励，返乡
贷款承包了十几亩莲菜地，成为村里最大的莲菜种
植户。

“现在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去年挣了5万块。今年铺了地膜，施了有机肥，产
量一定比去年好，最少能挣6万块吧。”姚丽的脸上充满喜悦。

陕西瑞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传慧也被姚广东说服，前往法官庙村
种莲菜。

他在法官庙村流转土地 500余亩建成九眼莲种植观赏基地，创造就业岗位
100余个，带动贫困户增收。并在姚广东创新建立的“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利润
分红”模式下，实现了户均年保底分红 1200元，并依托基地年增加劳务收入 500
元，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

一件事成了，姚广东又带领村民开始发展茶叶、蜂蜜、核桃、油菜、水稻……

发展民宿完善乡村旅游产业链

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改变了村子的人居环境，更吸引了大量游客。
“发展民宿，把客人留下来，让更多资源找到销售渠道。”姚广东又有了新的

努力方向。
他先带头对自己家进行改造，发展民宿，为大家探路。红红火火的生意，让

村民们再也没有了顾虑。村里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
姚广东又顺势而为，成立了村上的农旅公司，规范村民的有关经营行为，统

一品质从而把村子的民宿口碑树起来。
村民张远意及其母亲、妻子均患病，两个孩子上学，家中没有固定的收入来

源，经济异常困难……姚广东积极协调资金 3万元，为其改造厨房，安装抽油烟
机，购置餐厨用具、桌椅板凳，安排他参加厨艺培训，帮忙办起了农家乐，并纳入
村农旅公司统一管理，从此张远意家的日子一天一个样。

如今，法官庙村形成了春看油菜、夏赏荷花、秋看菊花、冬赏雪景的格局。村
内小桥流水，阡陌交错，炊烟袅袅，村外还有“月亮湾瀑布”“梯田观光茶园”“法官
古庙”等景观。

面对未来，姚广东表示，自己将始终牢记代表使命，切实当好群众脱贫致富
领头人，将这个秦岭乡村建成全国知名的旅游扶贫示范村。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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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询请联系：
段老师13759906982
于老师13759984744
张老师18192276669

政府项目 工会支持 公办院校 省级示范

陕西工运学院免费培训“养老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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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中华石鼓园人潮涌动，人
们兴致勃勃地欣赏菊花之美。

日前，丝绸之路第一届暨宝鸡市第十二

届金秋菊展开展，200 万盆近 400 个品种的
菊花，将持续展出至11月20日。

李世平 摄

→10月28日，永兴坊夜市一角，摊主正
在制作镜糕。

西安市立足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有传

承、有文化、有内涵的夜经济模式，不断挖掘
和彰显古都底蕴，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欣赏
和体验。 杨永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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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若怡）10月 28日，省
财贸金融轻工系统 2020年工会干部
培训班在西安举办。系统各基层单
位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及专兼职工会
干部 80余人参加为期 3天的集中培
训。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主席刘佐

清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此次培训，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

统筹安排，把系统工会主席培训班和
工会干部培训班进行整合，集中办
班。针对基层工会工作实际，聘请专
家教授、省总机关工作人员为系统工

会干部重点讲授企事业单位民主管
理和职工代表大会、基层工会规范化
建设、职工信访维稳、工会经费使用
管理、困难职工帮扶和互助保障等业
务知识，并组织学员到赵梦桃纪念馆
参观学习。

培训内容紧贴基层需求，培训
方式灵活多样，对进一步提高基层
工会干部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适
应新时代工会工作需要，加强系统
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举办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王涛）“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上调我市工伤保险相关待遇
标准。”近日，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发布通知明确，此次工伤
保险待遇调整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
10日前完成。

据了解，此次工伤保险待遇调整
范围和对象为：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含）前经过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并按月享受伤残津贴、生活护理
费的工伤职工及按月享受工亡职工
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不包含
2019年12月31日（含）前已经死亡及
按照有关规定一次性领取长期待遇
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人员。

待遇标准和原则主要有四个方
面的变化。

伤残津贴方面：对 1至 4级伤残
职工，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125元、118
元、111元、104元；增加后，1至4级伤
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 3586.5元的，
增加到 3586.5元。对 5至 6级伤残职
工，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97元、83元；
增加后，5至 6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
贴不足 2900 元的，增加到 2900 元。
伤残津贴调整后，已纳入工伤保险
统筹管理的 1 至 4 级工伤退休人员
领取基本养老金低于 3586.5 元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上世纪
70 年代初处理回乡按月在原工作

单位领取伤残抚恤费的农民轮换
工，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月抚恤金调整为2453元；因工致残大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月抚恤金调整
为2207元。

供养亲属抚恤金方面：对符合工
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已按月领取供
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在目前享受待
遇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56元。

生活护理费方面：以2019年度全
省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的每月 3265.04元，生活大部分不
能自理的每月 2612.03元；生活部分
不能自理的每月1959.02元。

费用支付渠道方面：参加工伤保
险的用人单位，已将 1至 4级工伤职
工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
护理费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的，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从工伤
保险基金中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
的用人单位，其工伤职工伤残津贴、
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按本通
知调整后，由用人单位支付。5至 6
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
上世纪 70年代初处理回乡的农民轮
换工的伤残抚恤金，由用人单位按照
原渠道支付。已纳入工伤保险基金
统筹管理的老工伤人员相关待遇，按
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西安市上调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本月10日前完成调整 一级伤残职工每月增加125元

11月2日，
由中建丝路建
设的西安市地
铁 十 四 号 线
SGZCB- 2 标
段 ，进 入 车 站
附属结构土建
施 工 、站 内 安
装装修同步施
工阶段。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姚志伟）无偿献血是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11月2
日笔者从渭南市中心血站了解到，
渭南市登记在册的无偿献血志愿
者总数已有4149人。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参与无偿
献血，形成“助人为乐、无私奉献”
的良好社会风尚，2019年 11月，渭
南市启动实施了“万人流动血库”
志愿服务活动。渭南市一方面利
用互联网、电视、报纸等载体加大

宣传力度，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无偿
献血队伍中来；另一方面变行政推
动为志愿服务，倡导各单位主动预
约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渭南
市无偿献血总人数达 3.6 万多人
次，累计献血11.79吨，均超去年同
期水平。其间，渭南市 3次驰援湖
北，用 10.3万毫升悬浮红细胞、25
个治疗量的单采血小板为湖北人
民送去了一份温暖。

渭南：在册无偿献血志愿者达414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