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制修订计划，民政部组织

起草了《养老机构基本服务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强制性国

家标准，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请填写《意见反馈

表》并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前将书面意见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

形式反馈至民政部养老服务司。

【重庆】深度“老龄化“之下，社区养老将成
趋势

据官方统计显示，早在 1994 年底，重庆市就进入了人

口老龄化社会，是西部地区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

比全国提前了 5年。

2018 年，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2018 年重庆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重庆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

占比达到了 14.1%，换句话说，每 7个重庆人中就有 1个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按照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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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截至 2018 年年底，黑龙江省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748 万人。在日前召开的全省居家社区和农村养老服务工作

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黑龙江省政府提出，要确保到 2022 年

配建的相关养老服务设施 100%达标。

近年来，黑龙江省居家社区和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取得积

极成果。到今年 10 月，全省建成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1662 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1137 个。在城市，80%

的社区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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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答复

云南：《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公告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六

号)

《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已由云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审议

通过，现予以公布，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

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老年人权益保障及其有关工

作，适用本条例。

民政部对“关于加强全国农村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的建议”的答复

民函〔2019〕705 号

罗佳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针对性强，对于完善农

村养老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增强农村老年人幸福

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

吸纳。经商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现答复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工作。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3〕35 号）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基层和农村

养老服务的投入，统筹城市和农村养老资源，促进

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发展；通过健全服务网络、拓宽

资金渠道、建立协作机制等多种措施，切实加强农

村养老服务。近年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措并举补齐农

村养老服务短板，主要措施有：

一是加大对包括农村养老设施在内的财政支持

和投融资扶持力度。“十三五”以来，发展改革委组

织实施了社会服务兜底工程，累计安排中央投资 69

亿元，重点支持老年养护院、医养结合养老设施

等。

民政部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推进社区养老服

务体系构建的提案答复的函

民函〔2019〕751 号

贾高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推进社区养老服务

体系构建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针对性强，对于推

动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经商卫生

健康委，现答复如下：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5 号）明确要求加强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新建居住（小）区要将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大型住宅开发项目的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可以适当分散布局，小型住宅开发项目

可在相邻附近适当集中配置。已建成居住（小）区要

通过资源整合、购置、租赁、腾退、置换等方式，配

置相应面积并符合建设使用标准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配套设施。《“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规划》再次明确要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提出到 2020 年，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

藉、紧急救援等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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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入市”近 3 年累计收益近 200 亿

2016 年 12 月以来，资本市场翘首以盼的养老金陆

续“启程”，受托运营已近 3年。

截至 9 月底，已有 18 个省（区、市）政府与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

同，合同总金额 9660 亿元，其中 7992 亿元资金已经到

账并开始投资。

这组最新数据，让养老金“入市”话题再度升温。

对于“入市”近 3 年来的表现，《工人日报》记者近日持

续采访多位专家。他们表示，作为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

的重要手段，养老金投资运营后步伐走得稳健。尽管受

资本市场影响出现短期波动，这也是正常的。

养老投资多样化配置秘密

对于养老投资而言，最核心的策略就是战略投资，具

体体现在两方面：长期性投资和多样化配置。根据著名基

金管理人嘉里·布林森（GaryBrison）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对 82 家大型养老基金的资本运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基金收益的 90%可归功于多样化配置，而时机选择和证

券选择则贡献了不到 10%的收益。中国市场的情况也与此类

似，中国社保基金过去 10 年总回报的 70%可归因于多样化

配置，其他主动管理收益仅占 30%。多样化配置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设老人购物“消费犹豫期”，也
是给保健品骗局一击

为部分老年人消费者设立保健品消费犹

豫期，是个值得肯定的思路，值得有关部门

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

践。

近半数老人获取保健品信息的渠道是通

过家人、朋友介绍，而将近 8成老人遇到过

保健品广告宣传夸大其词或与实物不符的问

题……据报道，11 月 1 日上午，《北京市老

年人保健品消费认知及消费状况调查结果》

对外发布，市消协提出建议，65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应增加期限一个月的“消费犹豫

期”，在犹豫期购买的商品，可以退货。

很多人都觉得，老年人遇事更冷静、处

事更稳重。但这项调查给出的结论，却打破

了很多人的惯常认知：有 38.04%的老年人

会后悔购买某款商品，表示消费可能是冲动

型。设老人购物“消费犹豫期”，显然是参

照新消法里“网购后悔权”的规则设计。

养老院忽悠老人买保健品将被惩戒

记者从民政部获悉，从明年 6月 1日起，以非法集资或者欺

骗手段销售“保健”产品等诈骗老年人财物的养老机构和从业人

员，将被列入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除了将影响

其机构评比定级以及相关政策资金支持外，其法定代表人及主要

负责人也不能在其他养老机构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职

务。

近日，民政部印发了《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根据失信行为程度的不同，《办法》

建立了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和重点关注对象名单两项制度。

养老，多选题式演化

中国老龄协会今年 4 月发布的《需求侧视角下老年人消费

及需求意愿研究报告》显示，从 1999 年到 2018 年的 19 年间，

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净增 1.18 亿，平均每年净增加 621

万，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也从 1/10 上升到超过 1/6。而全国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计，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到

2035 年前后超过 1/4，到 2050 年前后超过 1/3。

养老，事关亿万老年人及其家庭幸福生活，也直接影响到

老去的过程能否体面。养老方式有了哪些变化。在老龄化进程

中，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一一解答。

养老资讯 老年说法

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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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养老产会客厅——第六届中国国际老龄产
业博览会盛大开幕

前一阵，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忘不了餐厅》这档“催

泪”综艺。这家特殊的餐厅，五位服务员年龄加起来有 363

岁，而且都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随着节目口碑爆

发，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老龄化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

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

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人口的 34.9%，每 10 个人中将

有超过 3个是老年人。

我国老龄化面临着未富先老、（社保体系）未备先老和抚

养比高等问题。到老龄化高峰期，我国的老年人抚养比将达

到 78%，相当于三个劳动力养两个老年人。

备注：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超过 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 14%，为

深度老龄化；超过 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10 月 31 日，由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中国保利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老

龄产业博览会（下称“SIC 老博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盛大开幕。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福寿老年
公寓

北京市福寿老年公寓位于东三环南路，

十里河立交桥东南，十八里店北桥四环内，

十八里店乡政府北侧，是市、区、乡三级政

府投资于 1992 年开业的以收住自理到不自理

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占地 20 亩，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现有床位 300 张，设有保健

室、按摩室、阅览室、理发室等设施，通过

养老、护理相结合，为入住老人家提供专业

优质服务，是集服务管理、康复保健，娱乐

活动于一体的老年乐园。公寓布局合理，分

为楼房和平房，有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

间，护理为项目，老人可根据身体状况选择

服务项目，公寓内环境幽雅，绿树成荫，凉

亭连廊、古色古香，池中有鱼，圈中有鹿，

各种农作物与鲜花相互映衬，为老人家带来

了无穷的快乐。

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
四省签署旅居养老合作框架

协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和养老服务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

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

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方案

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大力促进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养老服务业

发展，推动旅居养老产业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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