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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养老，
陪你安享晚年
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养儿防老”正在被市场化的信托养老模式

悄然取代。

中国人传统的养老方式无非是养儿防老或居家养老。老年人将自己托付给

一个信托机构，该信托机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提供金融和实体养老服务满

足该老人所有主要的养老需求——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信托养老。

信托养老是以信托的方式实现个人养老的一种养老模式。不同于“养儿防

老”和“自助式养老”等模式，信托养老以信托为载体，为受益人提供一站式、

全方位的安享晚年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医养、资产的保值增

值、资产隔离以及财富的传承等。

信托养老
Trust endowment
银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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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收益，
高龄者更需要安心和体贴

其实，在以金融方式提高养老支付能力并提

升家庭养老质量等方面，金融机构曾做过不少尝

试，例如以房养老、银行养老金理财、挂钩养老

的保险理财、养老目标基金等。这些探索均有力

说明以金融方式助力养老，提升养老支付能力是

具有现实市场需求基础，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但从高龄者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来看，现行的金融

产品大多只有财富保值增值的功能，和其他非养

老金融产品并无本质差别。

从现金流来看，银行养老理财产品、养老

保障管理产品、养老主题公募基金等，除收益、

风险略有不同外，与普通金融产品并无本质区

别，没有抵御破产和合理规避遗产税的功能。

信托和人寿保险则能在持有人破产清算时起到

保护作用，具有资产隔离功能；在持有人离世

时可以合理避税，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委托人

的家族财富。

再进一步比较信托与人寿保险的区别，可以

发现信托一直保持稳定的、比例较高的分红，受

益人可以持续地享有该收益。在受益人与委托人

相同时，委托人生前就可以使用这些分红用于养

老消费。人寿保险在被保人生前分红比例则较小，

通常在被保人去世时按较高杠杆率赔付相应金额

至受益人，也就是说被保人自己的养老消费需要

其他资金来源。

从财产管理的长期性来看，在委托人离世后，

银行养老理财产品等将直接划入遗产，按照法定

程序或遗嘱进行分配；信托财产则可由委托人生

前主动安排（如指定用于子女的教育），受托人

会按照委托人意愿，代委托人进行遗产管理和收

益分配；而大部分人寿保险会在被保人离世后，

将赔付金额一次性交给受益人，只有极少数种类

人寿保险的发行方在被保人离世后继续代受益人

持有这笔资产。

综合来看，信托制度在财产管理和使用方面，

具有其他制度不具备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体现在

委托人的目的通过信托行为而成为信托目的后，

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的一切管理运用活动均围绕

该目的展开；在委托人破产、行为能力丧失后或

死亡时，委托人此前设定的信托目的将持续下去。

以信托作为个人养老的载体有诸多优势：

首先，信托养老在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同时，

为受益人提供医养照护服务，满足了高龄者养老

最迫切的需求。通常来说，金钱是效用最大化的，

因为受益人可以自由配置。但高龄者较为特殊，

他们的核心需求逐渐从高回报向安全可靠的养老

服务转变。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为满足信托受

益人一站式医疗及养老服务的需求，根据约定将

部分资产收益转换为服务效用，其他收益则用于

支付受益人个性化的养老消费。相较而言，高龄
图 1  养老金融产品资产净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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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购买传统金融产品仅能获取财富上的收益；购

买养老服务产品仅能享受照护服务。

其次，信托养老利用信托制度的架构实现了

资产隔离和财富传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托法》的规定，信托制度具有资产隔离的功能。

合法的信托财产在委托人遭遇破产时将不会被强

制清算，未来遗产税一旦开征，还能够起到合理

避税的作用，这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委托人的家

族财富。与此同时，信托具有托付功能，委托人

可以在生前与受托人约定好财富的传承方式，提

前安排受益人的具体受益方式。

加成熟，公众对信托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普遍较高。

早在 1921 年日本就颁布了信托法，次年颁

布了《信托业法》，目前日本与信托相关的法律

数量较多且十分细化，整个体系都比较完善。而

且日本信托业务的服务网点众多，遍布日本各主

要城市和地区，另有信托合同代理店 372 家。而

中国大陆则只有68家信托机构且网点非常少见，

“信托”这一概念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十分陌生的，

在普通群众中的认知度很低。

近年来，信托养老的模式在中国已经有了初

步尝试。中信信托于 2014 年发行“中信和信居

家养老消费信托”，这是中信信托与四川晚霞合

作推出的首支居家养老产品，双方合作为老人提

供性价比更高、更有保障的居家照护、养老保健、

紧急救援及金融理财等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北京

信托紧跟其后于 2015 年初正式发行“养老消费

201400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者认购“养

老消费信托”产品后，可选择“货币收益”或实现“养

打开“老有所养”的贴身护照

其实，以信托的方式满足高龄者养老需求在

海外十分常见。如100年生命支持信托（又称“100

年护照”）是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2019年 6月

3日正式发行的一款信托产品，其目的是满足高龄

者财富保值、财富传承及生活服务的需求，从而

使他们能够安享晚年。为了满足高龄者生活服务

的需求，这本“护照”配备了一系列与养老生活

相关的服务优惠（102953项），涵盖住宿、餐饮、

娱乐、旅行、机票、运动、购物、介护、学习等资源。

此信托产品 1000万日元（约 65万人民币）

起售，比中国信托 300 万人民币的门槛降低了很

多，针对的客户群体更加广泛，能从中受益的老

年人数量更多。

实际上，日本信托产品的种类十分丰富，针

对个人发行的产品非常多，法律上也没有限制投

资门槛。这与中国法律要求信托 300 万起售的国

情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信托在日本的发展

历史更为悠久，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商业模式更

再次，信托养老借助法律法规和金融市场保

障了财产安全。信托订立时，财产所有权就已经

由委托人移至专业的金融机构，与高龄者自己进

行财富管理相比，由信托公司管理的财产受不法

侵犯的风险大大降低。同时，信托公司受法律法

规的约束及银监会的严格监管；信托财产独立于

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由商业银行进行资金监管。

同时，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进行

交易，确保了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活动中的

公正性与专业性。故信托公司侵犯信托财产的风

险也大大降低。

银色金融
Trust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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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消费权益”，可提前锁定未来养老消费的价格

及优先权益，在产品存续期间，投资者拥有对汇

晨养老旗下养老公寓的优先入住权，可避免未来

“一床难求”的风险。

2018 年，安信信托发行“安信·安颐养老消

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尝试为老年人提供一站

式养老服务，解决老年人群体面临的问题。认购

产品的投资者可获得一系列经安信信托整体筛选、

谈判的养老服务，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

的优惠购买权，及高端养老机构的优先入住权。

在获取一站式养老服务的同时，信托产品本身还

会为老人持续贡献收益，以补充其在高端养老机

构消费、生活的费用。

该信托产品为受益人的养老目的设计投资策

略，平衡信托计划整体的流动性及收益性，以期

为客户提供至少二十年稳定回报，有效补充了客

户的养老资金，基本覆盖了客户的养老时间跨度

和基础消费。在此基础上，该产品借助信托制度

的优势，让信托资产最安全地与非信托资产相隔

离，帮助委托人实现家族财富传承。

在医养照护服务方面，为了应对高端养老机

构一房难求，门槛持续提高问题，安信信托为客

户锁定了养老资源，客户可根据身体或家庭情况

随时提出入住“上海市颐和院养老服务中心”的

申请，且不限受益人本人。入住者可以享受专业

及价格优惠的全套养老服务。除此之外，受益人

还可享受福寿康、恺邻照护、爱照护、颈医卫等

专业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消费的优惠权。

信托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有独到的优势，但

养老不仅是有能力购买 300 万信托产品的投资者

特有的需求，而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随着

中国立法、监管政策的完善，信托门槛的降低，

社会对信托认可度的提高，养老信托的内容将更

加丰富，并且发展成为普惠金融产品，提供各个

层次的服务，推动养老产业全面发展，满足各人

群的需求，覆盖大部分高龄者。

专  题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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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养老信托和信托养老白皮书》改写，编辑：潘琦。

用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     

这种全新的养老模式其实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和养

老市场不断发展的产物。当养老和金融市场的发

展使多子女模式不再是个人养老的唯一选择时，

家庭的功能和人们对家庭的 求就发生了改变。

随着越来越多核心家庭的出现，养老市场需要不

断优化面临新的挑战。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

龄化程度快速加深与家庭趋于小型化、老年人趋

于独居的现实情况，必将引起父母子女之间供养

及照护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变化。

信托养老模式的提出对家庭和养老市场也有

十分深远的意义。其一，以金融市场取代家庭来

实现养老的物质需求和部分精神需求，将使得我

国家庭关系更加和谐，个人独立精神更加彰显。

传统中国社会里，家的功能主要有两个，第一个

功能是提供精神慰藉；第二个功能是为家族成员

之间经济资源互补和风险分摊。比如在中国盛行

千年的“养儿防老”就是在两代人之间实现隔代

经济资源互补的一项措施。当经济交易在家人之

间进行时，功利性的交易就和人间亲情夹杂在一

起了，这很可能会影响家人之间爱与亲情的纯粹

性。对于老年人而言，将自己的养老需求托付给

市场而非一味的托付给儿孙无疑给了自己更多的

选择空间，也使得自己老年生活的决定权留在了

自己手中而非儿孙手中，从而提升了自己和儿孙

的独立性。信托机构受投资人之托，成为老年人

晚年生活质量的保障，这种模式岂不就是市场化

的“养儿防老”吗？将家庭的经济功能转交给市场，

让家庭成为一份纯粹的亲情寄托，这是信托养老

潜在的巨大社会意义。

其二，将民众养老的需求进行市场化运营，

这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提升市场化程度的关键

一步。人生四大阶段“生老病死”。目前生、

病、死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对充分的市场化解决机

制——生孩子前后人们去医院、月子中心，小孩

长大后又有无数市场化的教育机构覆盖小孩从幼

儿园到成人的教育需求（广义的“生”）；现代

整个医疗产业也基本满足了人们就医和保健的相

关需求（广义的“病”）；人死之后，中国也有

发达的市场化殡葬服务来满足人们对于“处理后

事”的需求（广义的“死”）。唯独“老”这一点，

目前市场化程度明显偏弱。中国老百姓更倾向于

居家养老，在家庭内部获得一系列养老服务，而

不是以市场化的手段满足养老需求。随着中国社

会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我们必须加大力度提

供针对“老”的市场化服务。这对中国经济进一

步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都有重要意义。

信托养老等新型市场化的养老方式就是这个方向

极有意义的尝试。这样的尝试不仅为国人养老提

供了更多市场化的选择，也是中国养老事业的巨

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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