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一些养老服务机构、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

名义，承诺高额回报，以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床位费，欺诈

销售“保健品”等手段，实施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非法集

资、传销等犯罪，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此类活动不同

于正常养老服务，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高额返利无法实现。返利资金主要来源于老年人缴纳的费

用，属于拆东墙补西墙。

【北京】2022 年前将建 350 家街乡养老中心

北京市民政局公布《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方案指出，

到 2022 年，每个区至少建成一所区级公办养老机构和一所

三星级特困供养设施，建成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不少

于 350 家。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对有意愿入住养老机构的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将按照一定标准确保其住得起养老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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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各部门为 2020 年养老服务制定“套
餐”

高质量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是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民生保

障制度的基础性工程。12 月 2 日下午，吉林省举行全省养老

服务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继东主持，联席会议召集

人、吉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乔恒通报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5 号文件)实施

以来吉林省阶段性工作成果，省发改委、省卫健委和省市场

监管厅作了交流发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5 号文件任务

分解清单和 2020 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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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答复

民政部关于公办、民营养老服务企业实行平等
政策，缓解社会“民生焦虑”的提案答复的函

民函〔2019〕806 号

丁佐宏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对公办、民营养老服务企业实行平等政

策，缓解社会“民生焦虑”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对有效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促进新时代养老

服务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推进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是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民政部联合相关部门加大投入、扎实行动，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工作积极性，重点做了以下工

作。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机制的
提案答复的函

民函〔2019〕773 号

王维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机制的提

案》收悉。您的提案针对性强，对于完善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提升农村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具有

重要参考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经商农业农

村部、卫生健康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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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积极进展。

推动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

补贴制度，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截至目

前，高龄老年人津贴制度已实现省级全覆盖，养老

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制度分别覆盖 30 个、29 个省

份。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不断提高救助

供养水平，扩大保障范围。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
的提案答复的函

民函〔2019〕772 号

鲁修禄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

提案》收悉。您的提案对于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经商教

育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银保监会，现答复如

下：

推进民办养老机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民政部联合相关部门

加大投入、扎实行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工

作积极性，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报请出台《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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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确立“激发社会活力，充分

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指

导思想，破除制度障碍，激活市场活力。联合有关部

门在规划建设、购买服务、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补

贴支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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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投资管理国际论坛在京举办

11 月 29 日，由中国人寿养老险公司与澳大利亚安

保集团(AMP)联合举办的“养老金投资管理国际论坛”在

北京举办。本次论坛以“聚慧全球投资未来”为主题，

旨在凝聚各国专家智慧，研讨国内外养老金投资管理热

点问题，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养老金管理事业发展建言

献策。

中国人寿集团总裁袁长清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

发展总体上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为我们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应对老龄化挑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

前，我国的养老保障供给与人民群众对“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生活的向往还有距离。

专家：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具有多方面积极意
义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出席 1 日在京举行的

“2019 保险资产管理高峰论坛”时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日益加深，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具有多方面积极意

义。目前我国养老金投资不断取得新进展，积累了不少经

验，但是与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与提高投资收益

的要求相比，尚有不少工作要做。

按国际通行惯例划分，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一般是采取

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三支柱体

系”。

梁建章与蔡昉教授商榷老龄化是
否影响创新

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中国的人口结构将

会面临倒金字塔式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

已经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中

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倡导“创新养老

理念和实践”中提到：“有人认为，在一个

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创造性会下降，而没有

创新能力就没有发展的光明前景。我觉得这

种说法是错误的：政治上不正确，经验上也

找不到依据。不能因为要论证生育政策改革

的必要性，就寻找各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论

据。有各种各样的事例都可以证实，从个体

上看，年龄提高了创造力绝不降低，例如，

诺贝尔奖的获奖年龄多年来一直是提高的；

从社会层面看，老龄化也不意味着整体创造

力下降。”

针对这一议题，我们基于多年深入研究

的观点是：老龄化会拖累创新、创业，从而

拖累经济。

中国私人养老金储备不如南非，养老财富储备亟
待做大

20 年前，我主要研究美国资本市场，在大量英文文献研究

中，我发现了两个不解的难题，一是美国资本市场为什么总是与

养老金联系在一起？二是美国家庭理财为什么总是与退休或养老

联系在一起？2003 年杨燕绥教授翻译出版的美国《退休金计

划》一书，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花了 16 年时间，一直专注于

美国社保和养老金研究，上述问题的线索和答案日渐清晰。

在中国证监会专家咨询会议上，我曾多次提出“用养老金思

想改造中国资本市场”的观点。

建设养老金三支柱“默认选项”扮角色

去年随着个人税延养老险开启试点，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已

经起步，而关于养老三支柱的发展，国际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借

鉴？

近日，在中国人寿养老险公司与澳大利亚安保集团（AMP）

联合举办的主题为“聚慧全球投资未来”的养老金投资管理国

际论坛上，多位与会人士分享国际养老金体系经验称，自动加

入机制和合格默认投资选择工具的应用，对提高养老计划参与

率和分散投资风险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做好养老金投资

管理也是一个关键。

社会保险 互动养老

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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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全球论
坛”聚焦退休和老龄化问题

主题为“退休与积极老龄化”的“2019 中国人民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全球论坛”，近日在北京举办。论坛由新加坡

管理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北京市老年学学会协

办。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

杜鹏，新加坡管理大学老龄化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布莱

斯·霍尔，中国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监察专员王谦，上海

惠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曾繁忠在论坛中发表了主

旨演讲。

杜鹏表示，当前中国老年群体正在向受教育程度更高、

健康状况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是积极老龄化政策发展的基

础。积极老龄化政策要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核心目标，

从健康、保障、参与这三个方面来实践。

布莱斯·霍尔分享了新加坡管理大学老龄化经济学研究

中心的“新加坡生活与健康研究”数据。针对调查数据显示

的新加坡老龄人口面临的诸多问题，布莱斯·霍尔建议，系

统性地加强老年人健康素养和财务素养对于健康老龄化的发

展非常重要。

北京市东城区长青养老院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长青养老院

位于北京市二环内玉蜓桥东北角。地理位置

和自然环境优越。全院占地面积 2600 多平

米，建筑面积 5000 多平米。地下一层地上五

层，配备两部电梯，拥有套房、标准间、单

间等各式房间一百套，可容纳 300 老人居

住。房内家具齐全，独立卫生间、24 小时热

水、空调、电视、电话、无障碍设施、防滑

设施，一应俱全。让您体验浓郁的生活乐

趣。当晨曦微露或晚霞绚烂时在养老院独有

的小院漫步，草本青翠，神清气爽。

长青养老院拥有专业的管理服务团队，

在关注服务细节的同时也时刻从“精神照

料”的高度要求各项工作，来根据老人的爱

好提供服务并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为

老人打造充满爱的“幸福家园”，提供“干

净、安全、品味、温馨”的养老服务，是长

青养老院的服务宗旨。

养老金投资管理国际论
坛在京举办

11 月 29 日，由中国人寿养老险公司与澳大利亚安保集团(AMP)联合举办

的“养老金投资管理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以“聚慧全球投资未

来”为主题，旨在凝聚各国专家智慧，研讨国内外养老金投资管理热点问

题，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养老金管理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人寿集团总裁袁长清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为我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对老龄化挑战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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