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冬季严寒天气及元旦、春节等过节气
氛的影响， 年关蔬菜类价格有上涨走高之
势。

据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下旬开
始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上涨，12月份以来涨速
明显加快。与2011年11月20日相比，2012年
1月8日，21种监测蔬菜平均价格涨幅已经
超过30%。分品种看，超八成监测蔬菜品种
价格上涨。

大宗蔬菜的价格走势对CPI走势及通货
膨胀影响不小。为减轻蔬菜流通环节对蔬菜
价格上涨的影响，促进蔬菜流通，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1月9日联合下发通知称，经国务院
批准，自2012年1月1日起，免征蔬菜流通环
节增值税。

通知称，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
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经挑选、清洗、切
分、晾晒、包装、脱水、冷藏、冷冻等工序加工
的蔬菜，属于免征范围。各种蔬菜罐头不属
于免征范围。

通知明确，纳税人既销售蔬菜又销售其
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应分别核算蔬菜和其
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 未分别核算
的，不得享受蔬菜增值税免税政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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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第
七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湖南省调度
会透露，本届中博会将于今年5月18日至20
日在湖南举办， 承办地采取1+3的模式，以
长沙为主， 部分专题活动将安排在株洲、湘
潭和张家界举办。

据组委会透露，本届中部博览会暂定开
幕式、高峰论坛、焰火晚会等8项重大活动，
跨国采购洽谈会、文化创意产业论坛等12项
专题论坛及推介洽谈活动， 以及实体展、网
络展在内的投资贸易展览。

其中，“网上中博会”是一大亮点。“网上
中博会”将以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的网
站平台为入口，域名、数据库和后台系统独
立，主要展示中部六省良好投资环境、发展
潜力、优势产业和重点园区等，并进行招商
项目和贸易信息发布， 实现网上实时对接。

■记者 未晓芳

招商或发布贸易信息
可围观“网上中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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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租来养老我可以接受，但要我
将房子抵押出去换钱养老， 那是不可能
的。” 正在长沙市东风路一家房屋中介公
司寻求租户的陈齐告诉记者， 前几日，她
在国外工作的儿子打来电话，说让她出国
前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换取“养老金”用。

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有银行正
在推广倒按揭“以房养老”， 据记者了解，
长沙暂未推出相关业务， 但业内人士透
露，今年很可能引进该项业务。

传统观念难以改变
“以房养老”在市民的传统观念里是：

将房子出租，用月租来养老，很少有人想
过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换来比租金高得多
的养老金养老。

陈齐认为，一般的老年人都有能够满
足日常生活的养老金， 再说还有孩子赡
养， 房子是我们走了以后留给孩子的财
产，怎么能抵押出去呢？

不过，也并非所有老年人都这么想，在
烈士公园散步的李意告诉记者，“我们家有
两套房子，如果以后养老金不能满足我和老
伴过安逸的晚年生活，我们可以考虑抵押一
套，但是我们必须要留一套给孩子。”

“以房养老”划算吗
“我行已经在部分城市推出了这项服

务，虽说现在长沙还未实现推广，但是在
长沙推出此项业务，应该不会需要太久等
待。”该行个贷部陈姓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虽然长沙目前还未有银
行接手此项业务，但是国内已有股份制商
业银行开始试水“以房养老”。申请此项业
务的老年人需年满55周岁，老年人可以单
独申请或者和自己年满18岁的法定赡养
人一起申请贷款用于养老，申请人需要提
供房产的相关材料，且申请“以房养老”业
务的老人和子女至少需要拥有两套住房。

据了解，申请按揭的房屋经评估后，最
多可以获得不超过评估值60%的贷款，其
贷款也必须用于养老， 按揭最长期限不超
过10年，单月的贷款总额不超过两万元。

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长沙一套100万
的房子而言， 可获得的贷款额为60万，按

贷款最长期限10年来算，每年银行给发放
的养老金为6万元， 每个月有5000元养老
金，但是还需要为贷款负担利息，如此算
来，“以房养老”似乎不那么划算了。

市场盛行还有待时日
虽说“以房养老”存在一定的成本，对

于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来说，这也不失
为一种两全齐美的办法，但是如果想让其
成为未来的一种养老趋势，这似乎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

“我国现行70年产权制度，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并非
‘无偿’，一旦房屋产权到期，银行将有可
能需为其承担‘续期费’。”地处伍家岭某
律师事务所周律师告诉记者，“试问银行
是否愿意为其承担过大的风险，而赚取不
等比的利润呢？”

此外， 最长10年的按揭期限，10年以
后，“人还在，钱和房都没有了”怎么办？这
些都需要政策与社会不断的磨合， 因此，
“以房养老” 业务的完善还需要一定的时
间。 ■记者 杨斯涵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近日从工商银行湖
南省分行获悉，2011年该行在全省资金的
投放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全年共向
省内净投放资金333.7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2011年省工行重点支持了长
株潭“3+5”城市群和“两型”社会区域的经
济建设，确保了省内重点基础设施和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 加大了对省内公路、 电力、铁
路、民航、开发区建设等项目的资金支持力
度，满足了我省重大在建或续建基础项目的
资金需求。同时，进一步扶持省内中小企业
发展， 全年全行中小企业贷款新增86亿元，
创历史最高水平。

■通讯员 杨文军 记者 李庆钢

资金投放增势不减
省工行全力支持
我省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存款保险制度此前的准备工
作是有效的，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择机出
台。

他表示，早在2007年，国家就决定要推
行存款保险制度， 会议之后实施方案都已
经做出来了， 但正好赶上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主要精力放在应对危机上，这一制度建
设相应有所推迟。

周小川同时指出，对房地产调控应加以
密切观察。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其银
行贷款是以房地产、 物业为抵押完成的，随
着房价的下调，其抵押品价值会缩水，这就
会影响到企业这部分贷款。对于这一影响应
有充分的估算，银行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对这
一领域进行严密的跟踪和测试。

■据中国证券报

存款保险制度或将出台

目前， 正是家电刺激政策的退出期，几
家家电企业的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有市场人
士推测，新的高效能家电产品补贴和针对低
收入人群的补贴推出概率较大。

其中冰箱、洗衣机、变频空调、彩电等
家电很可能在未来进行相应的能效补贴政
策， 而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很可能同保
障性住房带动的家电需求相结合， 刺激低
端家电的消费。

■每日经济新闻

节能补贴
或覆盖“冰洗空电”

平抑高菜价，蔬菜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

“减免增值税是解决菜价高的积极
举措，尤其对我们物流行业来说是很大
的喜讯，免了13%农产品的增值税让我
们减负不少。” 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刘
先生表示，由于农民大都是单家独户经

营，每天卖掉的蔬菜最多几百斤，在传
统农产品流通模式下最少也要经过二
道贩子、三道贩子汇总转手，每个环节
都要加价15%—20%， 成为菜价高的一
大原因。

物流老板为新政叫好

在物流行业协会工作的马仁洪认
为，破解菜价高的难题，减免增值税并
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事实上市场上蔬菜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地，甚至是很远的
地方。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常常面临旺
季本地蔬菜无法消化需要外运，淡季又
要运入外地蔬菜补充供给的局面。“蔬
菜的价格很低，很低价格的东西要长途
运输往往货物还不如运费高，只好烂在
地里”。马仁洪说，与此同时，外地蔬菜
从采购到运输出去之间也同样面临两
道贩、 三道贩等多个环节，“层层加价，

就将不值钱的菜变得值钱了。”
马仁洪表示，中国蔬菜的腐损率约

为25%-35%，有的甚至高达40%，这部
分的钱都要算进菜价， 还是摊在消费
者身上。“所以要降低菜价， 一是要将
环节缩短， 把产品和消费者的距离拉
近一些；二是大力建设冷库、冷库车，
逐渐实现运输全过程冷链， 减少腐损
率； 三是要尽量使用一些先进装备来
减少人为环节，降低人工成本；四是运
用‘甩挂运输’等先进的管理模式，可
以提高效率。”

减免增值税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相关链接

“以房养老”适宜哪些人？

群众反应

拥有产权： 自有住房并拥有完全
产权。养老家庭必须对其居住的房屋
拥有完全的产权，才有权也才有可能
对该房屋做出售、出租或转让的处置。

独立住房：在“以房养老”的模式
中，老年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是该模
式成立的前提，否则，老人亡故后，子
女便无处可居。

家境适中： 当老年人的经济物质
基础甚为雄厚时，就不会也不必考虑
用房产养老；而老人的经济物质条件
较差，或者没有自己独立的房屋，或者
房屋的价值过低， 也很难指望将其作
为自己养老的资本。

地价较高：老人身居城市或城郊，
尤其是欣欣向荣、 经济快速增长的城
市或城郊，住房的价值很高，且在不断
增值之中。

抵押一套100万的房产，每月可获5000元养老金

养老，房子能代替儿子吗
“以房养老”理念美好，但有困局：人还在，房子和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