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单的现金价值是长期人
身保险中的一个概念袁又称野解
约退还金冶或野退保价值冶袁当被
保险人于保险有效期内因故要
求解约或退保时袁 保险公司按
照规定扣除相关费用后袁 退还
给被保险人的金额即退保时保
单所具有的现金价值遥

所有保险产品都有现金价
值吗钥不是的袁现金价值是储蓄
性质的人身保险产品独有的遥
也就是说袁通常情况下袁两全保
险尧终身寿险尧一年以上的定期
寿险尧养老保险尧万能保险以及
分红保险等袁 保险合同生效一
年后袁 保单相应就开始具有现
金价值袁且缴费时间越长袁累积
的现金价值越高遥短期意外险尧
定期寿险尧 健康险一般不具有
现金价值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一旦退保袁
拿回的钱也就是现金价值袁往
往低于已缴纳的保费金额遥 这
是因为人身保险是一种长期合
同袁 保险公司的费率是按照预
定的合同期限以及客户的平均
死亡率设计的袁 投保人提前退
保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资金使用
计划袁 而且提前退保的客户通
常是身体健康者袁 这会改变保
险公司客户的平均死亡率袁对
该险种的经营造成影响遥因此袁
保险公司在退保的费用扣除上
会考虑自身的成本袁 体现在现
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上就是缴费年限越短现
金价值越低遥

除了退保袁 还有什么情况下涉及保单
的现金价值钥 不少保险消费者会在人身险
产品条款里看到有标注保单可质押贷款袁
而保单质押贷款就是要求保单具有现金价
值的前提下袁才能完成遥 保单质押贷款是指
投保人以现金价值作为担保袁 把所持有的
保单直接质押给保险公司或是将保单质押
给金融服务机构(这里一般指银行)袁从而按
照保单现金价值的一定比例获得资金的一
种方式遥 如果投保人短期内出现资金不足
的问题袁 投保人可直接把保单质押给保险
公司取得贷款袁 但是借款人期满若没有履
行债务袁当贷款本息达到退保金额时袁保单
将永久失效遥

需要提醒的是袁 眼下有不法分子通过
窃取保险消费者保单信息尧银行账户资料袁
利用保单质押贷款进行诈骗遥 因此袁大家如
需办理保单质押贷款业务袁 无论是通过柜
面还是线上办理袁都要注意防范风险袁仔细
阅读各项条款袁谨防钓鱼软件袁不要随意签
字确认遥 林飞

野靠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
的居民和企业袁 最终都会发现其
实很不划算遥 冶上月袁中国人民银
行党委书记尧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
上袁再度提示了当前野房住不炒冶
的格局遥

最新数据也反映出这一大趋
势遥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 7月 9
日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袁6
月份袁 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 5.423%袁较上月的 5.416%略有
上涨曰 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75%袁 同样高于上月的 5.74%遥
这意味着今年以来房贷利率连降
的趋势终止袁开始回弹遥

反弹趋势明显
野现在买房的人大多是有需

求的袁比如要买首套房的尧小房换
大房的袁 这样的顾客顾虑会比较
多遥对于房贷袁3月份尧4月份市场
比较好的时候袁 大家会觉得利率
还会下降袁 但现在并没有出现这
样的变化袁 这几个月我们的带看
量尧成交量都下滑不少遥 冶一位房

产中介告诉叶金融时报曳记者遥
事实上袁虽然幅度有限袁但上

月银行房贷利率在年内首度出现
回弹袁 且房贷利率持平和上涨银
行数大幅增加遥

在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
的 35个城市的 533家银行分(支)
行中袁除停贷银行外袁有 422家银
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持平袁 较上月
增加 28家袁占比 79.17%曰66家银
行利率上涨袁 较上月增加了 39
家曰 房贷利率下降的银行则从上
月的 108家减少至 44家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虽然大连尧佛
山尧武汉等少数二线城市在 6月的
房贷利率有所下调袁但多数二线城
市出现房贷利率上调迹象遥

野部分二线城市下调袁多是之
前房贷利率较高的银行跟进调
整袁 暂未发现新一波集中下调的
现象遥 冶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分
析师李万赋表示袁继青岛尧南京尧
成都之后袁天津尧苏州尧福州尧宁
波尧 南宁等地的房贷利率平均水
平均在 6月份有所上升袁 且变化
频率较快袁 南京已经连续两个月

上调遥 另外袁宁波尧苏州等地部分
银行还表示袁 目前房贷额度比较
紧张袁或暂停放贷袁或放款时间不
确定遥

利率上调或将继续
251 次要要要这是中原地产研

究中心所统计的今年上半年全国
房地产调控次数袁 相比去年上半
年 192次的水平袁上涨了 31%遥

调控的转折点出现在 4月 19
日遥 在楼市经历了 3月的 野小阳
春冶之后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
申野房住不炒冶袁防止楼市野入夏冶遥
4月尧5月尧6月 3个月袁 调控次数
分别达到 60次尧41次尧46次遥

近期袁 对楼市的调控领域也
在扩大遥 为加强房地产信托领域
风险防控袁 针对部分房地产信托
业务增速过快尧 增量过大的信托
公司袁银保监会开展了约谈警示袁
要求这些信托公司控制业务增
速袁提高风险管控水平遥银保监会
要求袁 这些信托公司要增强大局
意识袁严格落实野房住不炒冶的总
要求袁 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
政策和现行房地产信托监管要
求遥

调控的趋严也反映到房贷利
率上遥 野6月份房贷利率的波动较
大袁且频率较快遥天津尧南宁等城市
刚短暂下调过一个月又将利率调
高袁部分银行在同一个月先是调高
房贷利率袁后又表示额度紧张暂时
无法放款遥 冶李万赋表示遥

对于未来的趋势袁 李万赋认
为袁下半年袁银行的信贷资金普遍
比上半年紧张袁 再加上热门城市
的房地产调控等袁 预计接下来会
有更多城市和银行加入到房贷利
率上调的大军中遥 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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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江西国龙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人民

银行颁发 的 开户 许 可 证 袁 账 号 :
1510207509000029692袁 核 准 号 :
J4296000312501,声明作废遥

绎江西国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G10360781000306006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106140014 号渊赖建军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刘 舒 云 渊 身 份 证 号 院
360781199905193644冤 持有的普通话水
平测试等级证书渊编号院3616027006009冤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据叶证券日报曳记者统计袁获
得配售的险资包括紫金财险尧中
华联合人寿尧 中华联合集团尧中
华联合财险尧长江养老尧亚太财
险尧幸福人寿尧太平养老尧上海人
寿尧前海人寿尧平安养老尧吉祥人
寿尧恒安标准人寿尧国联人寿尧国
华人寿尧百年人寿等 16家险企遥

其中袁中华联合财险尧百年
人寿尧 国华人寿等 11家险企获
得杭可科技股票配售额曰国华人
寿尧前海人寿尧长江养老等 10家
公司获得天准科技配售额曰百年
人寿尧国联人寿尧恒安标准等 12
家险企获得睿创微纳的配售额曰
吉祥人寿尧上海人寿尧百年人寿
等 11家险企获得华兴源创的配
售额遥

从配售金额来看袁险资获得
杭可科技尧天准科技尧睿创微纳尧
华兴源创的配售金额分别为

1837.7 万 元 尧1314.5 万 元 尧
1797.04万元尧1599万元遥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袁除
恒安标准人寿全部获配上述 4
家科创板公司之外袁其余险企普
遍获得 2家到 3家公司的配售遥
比如袁 长江养老获得天准科技尧
睿创微纳尧 华兴源创的配售曰平
安养老获得睿创微纳尧 华兴源
创尧天准科技的配售遥

从险企打新科创板获得的配
售金额来看袁 长江养老尧 平安养
老尧国华人寿合计配售额较高遥其
中袁 长江养老与平安养老获得上
述科创板公司的配售额均超千万
元袁 国华人寿获得近 900万元的
配售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上述 4家科
创板公司公告中提到的配售额
为初步配售情况袁最终实际配售
情况有待险企缴清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才能确认遥
虽如此袁 但在业内人士看

来袁初步配售情况与最终实际配
售情况的出入不大遥 因为袁有效
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
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的袁将被视为违约
并承担违约责任袁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遥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袁自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
日起 6个月 (按 180个自然日计
算袁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尧存
托凭证尧可转换公司债券尧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申购遥 这将对险企
后续的投资布局形成不利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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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率年内首升

下半年调控趋严炒房“不划算”

16家险企密集打新科创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