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电子函〔2019〕581 号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工信厅

联电子〔2019〕133 号）（以下简称《通知》），经专家评审和综

合平衡，拟确定 39 家企业、95 个街道（乡镇）以及 23 个基地

入围 2019 年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名单（见附件 1、2、

3）。

北京："银发消费月"行动促消费

2019 年北京银发消费月于近日启动，活动将持续至 11

月 15 日，以"新银发时代享品质生活"为主题，每周举办进

社区、进驿站、进公园活动，覆盖城区的近 20 家养老驿站

及通州区、回天地区等地的 10 余个街心公园和社区。全市

30 余家北京老字号、200 余家品牌企业、数千家门店将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参与其中，主要包括生活服务、健康、

餐饮、文化旅游四大板块，涵盖了老年人日常消费的食、

住、行、游、购、娱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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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市助推建立 157 项养老服务标准，
努力打造养老业领军品牌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养老服务

需求的日益增长，建设更加科学合理可量化考核的养老服务

标准势在必行。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及福州市民政局发

挥民政标准化技术组织作用，下大力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建

设。走进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映入眼帘的是整洁清新绿树葱

葱的花园庭院，温馨舒适设施齐全的宜居住房。福州市社会

福利院创办于 1951 年，现有床位 506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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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福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推进养
老服务发展（2019-2022 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闽政办〔2019〕49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福建省推进养老服务发展（2019-2022 年）行动方

案》已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9〕5 号）精神，着力破解养老服务发展障碍，打通

“堵点”，消除“痛点”，增加优质养老服务供给，扎实推进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行动方案。

安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2019 年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

皖民福字〔2019〕47 号

为持续深入贯彻落实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4 次会议上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

质量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2019 年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民发

〔2019〕52 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

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

府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以“清隐患、防风险，补

短板、促达标，转机制、提质量”为主要任务，着

力防范和化解养老服务领域重大风险，持续推进全

省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迈入长效机制建设新阶段。具

体目标是：到 2019 年 9 月底，养老机构涉及消防安

全重大风险隐患全部整治到位；年底前，全面清除

养老机构已排查出的重大风险隐患，在此基础上实

现 60%养老机构符合国家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颁布实施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要求，近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颁布《养老护理员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以下简称 2019 年版

《标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指导养老

护理员培养培训、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规范养老

护理职业行为的基本依据。

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

人员，是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养老服务体系的

重要支撑保障，是解决家庭难题、缓解社会问题、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根据养老护理员发展的新情

况、新特点，围绕增加职业技能要求、放宽入职条

件、拓宽职业空间、缩短晋级时间等方面，2019 年

版《标准》较 2011 年版《标准》，做了重大修改：

一是增加了对养老护理员的技能要求。为适应养

老服务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及其对养老护理工作提

出的新要求、新任务，顺应居家和社区养老需要，在

各职业等级中新增养老护理员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中应具备的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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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敬老月”十月启动，中信银行全面升
级“幸福年华”老年服务体系

10 月 8 日，全国"敬老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今年是我国正式步入老龄社会 20 周年，记者

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获悉，10 月 1 日到 31 日，全国

将开展以"孝老爱亲，向上向善"为主题的全国"敬老月"

活动。

中信银行作为老龄事业支持企业代表参加了启动仪

式。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女士在致辞中表示："老年人

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龄事业需要社会企业的深度参与

和协力推动。作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关心支持老龄事

业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养老型金融产品市场：各自为战，等待统一

养老，是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18 年末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49 亿，占比达 17.88%，远超 60 岁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0%这一社会进入老龄化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我国养老市场规模潜力巨大，根据中国

社科院 2016 年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预计

到 2030 年我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可达 13 万亿元。

对于个人来说，永远不要认为养老离自己很远，每个

人都在变老的路上。

养老必靠子女？“意定监护”来
了：老人可指定监护人照顾生活

处置财产

中国人对养老的固有观念一般都是“养

儿防老”，但一些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因为

特殊的原因，找不到亲属为自己养老，他们

的晚年生活由谁来照顾呢？生活中碰到问题

了，谁替他们来当家作主拿主意呢？

眼下，意定监护，这个新的名词已经走

进了一些老人的生活。

意定监护是个新名词，诞生于 2017 年

出台的《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区别并高

于法定监护人。

意定监护也叫委托监护，特指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简单来说，意定监护就是自己可以在意

识清楚的时候，书面指定一个人，作为自己

失能后的监护人，照顾自己的生活，处置自

己的财产、权利等。

宁夏：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10 月 14 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宁夏印发《关于推进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的实施意见》，围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目标，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理顺基金管理体制、健全激励约束机

制，进一步推进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意见》提出，在巩固和完善宁夏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统一、待遇统一、基金使用统一、基金预算统一和经办管

理统一”的基础上，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实现以养老保险政策

全区统一为基础、以基金统收统支为核心、以基金预算管理为约

束，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基金应收尽收。

健康险迎政策利好，保险业掘金大健康产业

大健康产业是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保险业理应

在健康险上深入“掘金”。据《金融时报》记者梳理，今年前 8

个月，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涨幅在 30%以上。以 8 月单

月数据来看，在人身险保费变化中，寿险原保费收入同比下降

4.15%，而健康险则实现 34.39%的增速，延续了“黑马”的态

势。健康险强劲的增长势头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步调一

致。

社会保险 老年说法

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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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北京）老博会开幕，展示先进养
老理念及技术

2019 年 10 月 11 日，2019 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老龄

产业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盛大开幕，二

十余家国企总部，以及来自日本、乌克兰、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等近百家国内外优秀企业现场展示老年生活用品、医疗

康复用品、养老机构及地产、养老服务、养老保险、文化旅

游、智能养老等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展示了最新适老产

品及服务和先进养老理念及技术。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琦、北京市老龄产

业协会会长吴世民在主旨论坛上分别致辞，充分认可了老博

会的平台价值与行业促进作用。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在主旨报告中回顾了七十年

来我国特别是北京市老龄产业发展历程，并对未来老龄产业

的蓬勃发展机遇进行了展望。

展览会还将举办主题为国企布局老龄产业机遇与挑战、

养老驿站模式发展前景、养老服务和适老产品标准体系建

立、老龄产业政策落地实施等方面的论坛活动，邀请国家相

关部委、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老龄产业各环节企业家等嘉

宾共同论道，共同应对老龄产业广阔市场和风险挑战。

北京三乐康复老年公寓

北京三乐老年公寓，是一家集托老、养

老、康复、保健、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

型、社交型养老公寓，公寓位于通州区马驹

桥镇陈各庄，紧邻亦庄经济开发区，从亦庄

同济南路地铁站沿马大路东行约八公里左右

便可看到一片漂亮的欧式建筑，这就是三乐

老年公寓！

公寓占地 46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6000 平米，在北京目前 400 家养老机构中应

该属于大中型规模。公寓有各种标间、套间

共 400 余间（套），床位 800 张，宽敞明亮的

房间内各式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独立卫生

间 24 小时热水，房间内还配有温馨的小厨

房，以方便老人在高兴的时候一展厨艺，让

老人完全有着在家里一样的感觉，纯净水直

接入室，24 小时不间断供应。公寓内无障碍

设施、防滑地板、走廊和浴室以及恭桶旁均

设有扶手，处处尽显对老人的关爱。

博鳌国际养生论坛 2019 年

会：专家学者共话大健康产

业发展

以“学术交流、政策解读、产业对接、成果展示”为主题的博鳌国际养

生论坛 12 日至 13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健康产业发

展”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来，海南依托优美的自然生态、丰富的养生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

和独特的人文环境等多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大力发展养生休闲和大健康产

业，每年一度的博鳌国际养生论坛则成为业界的盛事。

本次论坛主要环节包括开幕式、主旨发言、名家对话、养生产品展示

等，紧扣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路径、产业标准、发展布局等话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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