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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只能是社保之外的个体选择

08

岷江评论

2013年9月16日 星期一

责编 朱达志

美编 杨英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E-mail

：

cdsbmjpl@sina.com

□

成都商报评论员 付克友

邓聿文专栏

□

北京 邓聿文

□

成都 曾茜

截停王菲车辆不仅有违新闻道德

□

东莞 朱忠保

公民素质教育需要覆盖所有人

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是当前最需要的

日前，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

提出，作为金融养老、以房养老的方式之

一， 我国将试点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 所谓以房养老再次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应该说，以房养老不是新事物。在欧

美等发达国家， 一些老人将自己的产权

房抵押出去， 在既有的社会养老保障体

系基础上， 再从相关机构定期取得一定

数额款项，可以衣食无忧地安度晚年，这

样的现象司空见惯。即便在中国 ，北京 、

上海、 南京等地的个别金融机构也曾自

发兴起尝试以房养老。

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以房养

老，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它是建

立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外的个体养老

选择， 它可以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

有益补充， 但不应该成为社会养老保障

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作为社保体

系的养老和个人养老不应混为一谈 。社

会保障体系有责任为老人提供基本的养

老保障；至于以房养老，是锦上添花 ，而

不是雪中送炭。

其实， 国务院发布相关意见的本意，

也是如此，即为老年人住房养老的个人选

择提供一个政策平台和市场空间，包括解

决其中存在的各种制度性难题， 比如，土

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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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障碍等。但政府需要做的

也只是仅此而已，说到底以房养老是不折

不扣的市场行为。如果社会上有以房养老

的需求，相关的金融和服务机构必然会出

现这样的产品供给；而老人们在获得社会

养老保障的基础上，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以

房养老，及以何种方式以房养老。政府起

到的作用， 是破除既有的制度性障碍，赋

予相关市场主体自由交易的权利。

但是， 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责任是

不能自由选择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就没

有所谓“以房养老模式”的选项。老年人

获得的以房养老的市场权利， 不能以牺

牲他们社会养老保障的权利为代价 。本

来应该是正常市场现象的以房养老 ，之

所以引发社会热议， 正是因为公众担忧

这会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某种替代性选

择。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在中国老

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养老金不

足的问题备受关注， 各种延迟退休的方

案也层出不穷。有专家就表示，以房养老

的 “模式” 可以弥补老年人养老金的不

足，这就产生了“井水犯河水”的问题。

如果以房养老模式， 可以成为一种

国家选择，从而由政府主导来推动，以弥

补养老金之不足， 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和

社会问题将会非常严重。比如，以房养老

的保障功能是建立在房价上涨基础上

的，房价越高老年人越有保障，相关机构

资产也越安全。这样一来，相关机构会不

会有推高房价以减轻社会保障责任的冲

动？果如此，在一些城市本来就房价虚高

的背景下，这不啻是一场灾难。以房养老

可以，但在个体选择和国家选择之间，须

得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渣打银行日前在其发表的报告中

认为，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不会让人失望。 该报告给出了五个

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和李

克强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达成一致，

认为当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从最近两位领导人不论在外访途

中还是在国内有关场合释放的谈话信

号来看，渣打银行的这一看法很准确。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并参加

G20

会

议时的讲话中指出， 如果中国继续以

往的发展方式，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

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中国坚定

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推进经济转

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

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

题。李克强总理则在刚结束的夏季达沃

斯论坛上详细阐述了这半年多来新一

届政府在推进结构调整、改革创新和经

济发展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措

施。李克强表示，按照这个政策思路，中

国经济奇迹将进入“第二季”。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形势遇到了

金融危机后的最大挑战， 海外很多研

究机构曾就此发表各种唱衰言论，但

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从目前的经济

数据来看， 新一届政府实施的上述举

措已初步扭转了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

趋势，正在向着预期的方向转化。

如果当前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那

么，将会为中国经济奇迹进入“第二季”

打下一个很好的根基。 而从长远来看，

正如李克强曾指出的，中国有保证这个

奇迹“第二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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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条件：第

一，中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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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口的大国，工业

化和城镇化远未完成，内需尚有巨大潜

力，将会持续地释放，发展由东向西循

序推进， 中国有着巨大的回旋余地。第

二，中国在发展中的确还存在着不少体

制机制上的障碍， 但通过释放改革红

利，会激发市场巨大的活力和长期发展

的内生动力。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还

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

题， 但是它们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通

过优化结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与效益， 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的收入，

刺激消费，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

巨大的需求与动力。

在这三个基本条件中， 特别需要

强调的是改革开放。 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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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改

革发展的经验看， 改革开放仍是中国

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中国经济走

出困境、重现活力的不二选择。以中国

目前的经济体量， 不改革或者改革力

度不大、不全面，一定时期内日子也照

样可以过下去， 但不可能摆脱因循已

久的高投入、高消费模式，最终会陷入

“拉美发展陷阱”。要跳出该陷阱，就必

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

难能可贵的是，从新一届政府实施

的政策措施来看，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

向意图明显。无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简政放权，下放审批权，还是改革

基本建设的投融资体制、 放宽垄断行

业的市场准入， 都体现了新一届政府

力图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意图，市

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 社会可以做好

的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

事情，从而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

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邓聿文， 中国改革与

社会转型研究者， 知名时

政观察家。 其独到的视角

源于对权威资讯的汲取和

梳理。

长沙一小区外的马路上，每晚都有一

群老年人在车流如梭中不管不顾地扭秧

歌，以至当地交通乱象频生，车辆逆行、道

路堵塞几乎是家常便饭。人们不可思议于

这些老人对危险的漠视，更惊讶于他们对

影响公共道路快速安全通行的无视。可从

老人们的答复中可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有碍公共安全，甚至认为开

车人只能躲着他们， 不可能撞上他们。这

简直像用“生命”作威胁，与车争地，将自

己置于危险不说，也无端加剧了与无辜司

机之间的道路冲突。

此种观点分歧并不鲜见。成都就曾发

生过因坝坝舞引发楼上居民自发的“掷水

袋大战”，反对者称“音响太大如同噩梦”，

支持者却认为这是老年人的权利，是活力

的展示。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

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得双方站到公共的

立场上，才能协商出双赢的结果。可就是

这种欠缺为他人或公共利益着想的纷争，

甚至蔓延到了美国。一群中国大妈在纽约

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舞蹈，遭附近居

民多次报警，最终结果是，领队被美国警

察铐走并诉诸法庭。

与传统教育内容不同，现代教育由始

至终都贯穿和强调着“公民教育”，这是个

体参与现代国家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必备

常识。有权利，更有权利的边界，以不与他

人权益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可这样的现

代公民教育在中国开展时间并不长 ，所

以，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早期缺乏此类

教育的老年人群体中的一些人出现类似

的观念冲突，也就并不稀奇。

有句话说得好 ：活到老 ，学到老 。这

当然是鼓励老年人主动接收更新鲜更丰

富的知识， 但这其实也给公民教育的普

及提出了新的要求。公民教育，事关一个

社会良好的行为规范及和谐的人际关

系。因此，除个体主动吸收外 ，公民教育

更需全面地覆盖所有人。 中国人的 “教

育”向来只重在从小做起，对老年人却鲜

有关注， 个别老年大学更重在丰富老人

的娱乐生活， 但在公民意识的普及方面

却乏善可陈。

一个日趋老龄化的中国正在到来，老

年人问题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之

一。要避免部分老年人的观念与社会主流

价值观发生冲突，对老年人的公民意识教

育也便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来。

13

日晚，离婚回京的王菲在返回住所

路上，遭遇记者们围追堵截，王菲所乘车

辆被两度逼停， 双方平均时速达

130km/

小时。交管人士表示，这一截停行为至少

涉及两项违法行为。

如此高速飙车逼停对方，只为了拍到

对方的一张泪脸。这一做法让众多网友捏

一把汗，隔空喊话：还记得当年的戴安娜

王妃吗？当年戴安娜王妃和男友多迪在巴

黎遭遇车祸殒命，就是因狗仔队驾驶汽车

和摩托尾随拍照的不当行为所致。

虽然此次截停王菲车辆没有发生安

全事故，不过两件事惊人的相似性还是引

起了大家对媒体“暴力采访”的警醒。马路

上截停王菲车辆，实在是触目惊心，那咔

嚓咔嚓的相机声是“媒体暴力”的真实展

现。一些新闻人似乎忘记了，尊重采访对

象是最基本的新闻道德。而不顾当事人意

愿，甚至不顾公民的生命安全，过度采访、

过度报道，实在有违基本的媒体伦理。

香港一些“狗仔队”的敬业精神令人

佩服，但其做法却备受质疑 。高速超车 ，

随意变道，已经涉嫌交通违法。只要是违

法，都必须追究责任，记者当然没有法律

豁免权。为了抢到独家新闻，不顾采访对

象和其他民众的人身安危， 将采访凌驾

于公民的生命价值之上， 这不只是法律

意识淡薄的表现，更是人性的丧失。有媒

体评论员撰文称：这件事发生后，独家新

闻成了独家耻辱。在我看来，哪里只是独

家耻辱，它更是所有新闻从业者的耻辱。

少数几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让所有

新闻记者为之蒙冤。因此，仅有道歉是远

远不够的，将“老鼠屎 ”清理出新闻队伍

也是应该的， 但更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

责任，并以此警示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防

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高速追逐、逼停他人车辆，这种行为是

否涉嫌交通违法， 当然需要倾听权威的声

音。 南京交管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

为， 此事 “确实非常危险， 而且是故意为

之。”他说：可以初步判定有两种违法行为，

一是超速行驶，二是随意变道。如果因为逼

停行为，引发了事故，甚至是严重事故，那

么则可以根据社会危害性以涉嫌危险驾驶

罪，甚至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