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期至 2022 年，中期

至 2035 年，远期展望至 2050 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安徽】养老服务显著提升，补贴制度惠及近
40万人

11 月 16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连续 7 年将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列入省民生工程，以真金白银持续提升

养老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全面构建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全省各类养老机

构床位数达 37 万张，低收入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惠及

近 4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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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探索设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全面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深圳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构建高水平养老服务体系的决定》，以行使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形式，提出我们这座城市未雨绸缪“有备

而老”的一系列新举措。

深圳特区报 2019 年 11 月 18 日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表决通过《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构建高水

平养老服务体系的决定》，提出我们这座城市未雨绸缪“有备

而老”的一系列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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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答复

民政部对“关于推动长三角养老产业一体化发
展的建议”的答复

民函〔2019〕614 号

刘艳、王伟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推动长三角养老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建

议”收悉。你们的建议经过了充分调研论证，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对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经商

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现答复如下：

我国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

数量庞大，养老服务需求巨大。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2.5 亿，占总人口的 17.9%。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会议专题研究，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

民政部关于我国居家社区养老发展亟需

实现新跨越等三个提案答复的函

民函〔2019〕794 号

吴换炎、石文先、周世虹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我国居家社区养老发展亟需

实现新跨越的提案》、《关于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的提案》、《关于加大政策优化促进社区居家养老的

提案》收悉。你们的提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

推动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经

商卫生健康委，现答复如下：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发展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以社区为依托，采取全托、日

托、上门等方式，为社区或居家生活的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紧急救援、精神

慰藉等服务和产品，顺应了 90%以上老年人居家和社

区养老的意愿，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民政

部十分重视居家社区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基础性地位。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普遍把居家社

区养老列入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日程，采取措

施，大力推进，取得了积极进展。

民政部对“关于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让
三地老人异地养老就医无障碍的建议”的

答复

民函〔2019〕610 号

周松勃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三地老

人异地养老就医无障碍的建议”收悉。您的意见对于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方便三地老年人合理流

动，享受更加优质便利养老服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现就涉及我部职能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考察，

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

求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

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

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

当、敢于创新、善做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民政部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创新创制，配合有关部

门推动建立协同发展规划体系、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稳步推动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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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养老机构过半，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内涵
日益丰富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19 日在新时代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高端研讨会上表示，全国民办养老机构

占比超过 50%，养老服务体系内涵不断丰富，下一步将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推动了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环境不断改善。目前，我国民

办养老机构占比还在不断提升，北京、上海这一数字已

超过 80%。”李邦华说，同时，我国自 2017 年起在全国

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累计整治服务隐患

39 万多处，养老服务质量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在京公布 2019 年
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

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 11 月 15 日在京召开会

议，发布 2019 年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入选名单，

包括人文历史、文学艺术、养生保健、生活休闲、电子音

像等出版物 5种。

2019 年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中，共有人

民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华龄出版社、人民教育电

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等 40 余家出版单位的 50 种出版物

入选，包括人文历史类图书 13 种、文学艺术类图书 12

种、养生保健类图书 8种、生活休闲及其他类图书 12种。

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发布
《2019 中国候鸟式养老冬季栖息

地适宜度指数》

2019 年 11 月 15 日,《2019 中国候鸟式

养老冬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在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布。出席发布会的

领导和嘉宾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

学院院长、行业研究院院长陈方若,上海交

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行业研

究院副院长田新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东红,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关办主任黄淑绢、

卓代咨询董事长张国安,亲和源研究院主任

王剑。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

老年报等十多家新闻媒体参加了发布会。会

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关

办主任黄淑绢主持。

为了成为一所扎根中国的世界级商学

院,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正式成立"行业研究院",并组建了 25 支

研究团队。

我国将积极探索养老保险制度“多腿走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民政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共同主办的“新

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端研讨会”11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

会上，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巡视员李德宏说，从企业养老保险基

金运行情况来看，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均呈稳步

增长态势，制度运行整体平稳。下一步，将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

保险政策体系，在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第三

支柱，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障需求，实现一、二、三支柱协调发

展的格局。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首降，养老第三支柱亟待发展

2019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6.15，是近两年来首次下

降，但总体仍呈乐观状态。

这是 11 月 15 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清

华经管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和同方全球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全球人寿”）共同发布的《2019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报告中披露的。

专家认为，指数的波动体现了中国居民对于退休准备的意

识趋向成熟，未来应尽快解决三支柱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社会保险 互动养老

养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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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端研讨会”在
京举行，共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

11 月 19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民政部、中国农

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

龄协会共同主办的“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端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卫生健康委

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

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杨震，民

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

险司副巡视员李德宏，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韩

爱兴，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郑秉文，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

鹏，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彭希哲等有关部委相关负责同志和专

家学者作主旨演讲。

本次研讨会以“新时代新国情新对策”为主题，围绕

“老龄政策制度”“健康养老服务”“老龄社会治理”等内容

展开深入研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作

了题为《综合应对老龄化的挑战》的主旨演讲。指出构建综

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北京市丰台区康馨敬老院

北京市丰台区康馨敬老院于 1989 年建

院，使用面积 5467 平方米，紧邻西南二环菜

户营桥，交通十分便利。目前在北京市有三

家分院，共有床位 452 张，入住率 80%以上，

是集敬老、养老、临终关怀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的社会福利机构。康馨敬老院以“真诚关

爱、温馨体贴、维护健康”为宗旨，追求创

造快乐健康的晚年生活，全方位的医疗保健

是康馨敬老院服务特点之一，本院设有佑安

医院和万泉寺社区医院周期巡诊服务，又与

宣武医院、佑外医院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

系，从而保证入住老人能够周到便利的医疗

服务。康馨敬老院独立的二层小楼宽敞明

亮，整洁的院落为老人养老、健身提供了充

足的空间，院中的绿地、树木为老人提供了

心旷神怡的休闲场所，采光充足的四人间、

双人间、单人间，为入住老人提供了多种选

择，24 小时供应热水，冬有暖气。

这一场盛大的学术峰
会，聚焦老年人的长期

照护

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内，长期照护问题将困扰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促进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服

务的持续发展，由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联会主办、浙江医院承办的第十六

届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会议暨浙江省老年医学联盟会议及浙江省老年病专

科联盟学术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18 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

大会以“整合科技品质创新”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出席

并进行主题演讲，共话长期照护，描绘老年健康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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