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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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工信部联电子〔2017〕25 号）等文件精

神，不断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工业和信息

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组织开展第三批智慧

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

【重庆】2022 年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6 月 24 日，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

议，研究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为民服务解难题，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

强调，要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

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为我们做好为

民服务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着力为民服务解难题，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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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举办老龄健康管理服务培训并实地考察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6月17日至21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贵阳举办了全

省老龄健康管理服务培训班,来自全省各市、自治州、贵安新

区卫生健康局分管老龄健康工作的领导、老龄健康科(处)

长；各县(市、区)分管局长；部分医养结合机构管理服务人

员等共130余人参加了培训,并实地参观、考察了省级医养结

合试点示范单位——贵阳市观山湖区养老服务中心(瑞颐中医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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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养老机构中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

安享幸福晚年为总目标，以“清隐患、防风险，补短板、促达标，转机制、提质量”为主要任务。

桂政发〔2019〕33 号

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充分

发挥长寿广西、康养胜地自然生

态优势，加快我区大健康产业发

展，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湖北】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

厅、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9 年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鄂民政发〔2019〕9 号

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

局、消防救援支（中）队、市场监管局：

根据民政部等四部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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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湖北省 2019 年养老机构服务

政策法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大健康产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

【陕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

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

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

陕人社发〔2019〕28 号

各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西咸新区人社

民政局、财政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关于建立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

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O18〕21 号）和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实施意见》（陕政发〔2O14〕25 号）精神，经省

委、省政府同意，现就建立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产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支柱产

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新兴产

业，成为拉动我区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

（二）基本原则。坚持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发挥

政府在基本健康服务中的主

导作用，强化市场主体在非

基本健康服务中的主导作

用；坚持产业联动、融合发

展，构建以健康养老、健康

医疗、健康旅游产业为核心

辐射带动健康医药、健康食品、健康运动产业联动

发展的“3+3”大健康产业体系；坚持开放带动、

集聚发展，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中谋划推进大健

康产业发展。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医、养、

管、食、游、动”全产业链要素，推进健康产业与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增加健康产品供给，优化健康服务，把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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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员、委员授权代表，

以及委员单位养老金业务

负责人参加会议，基金业

协会副会长钟蓉萨出席会

议并做总结发言。会议全

面讨论了基金业服务个人

养老金、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

年金的路径、经验以及面

临的挑战。

会议指出，账户制是

个人养老金的核心。在各

界的共同努力下，这已经

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对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实质，

各界仍有不同意见。账户

实质既直接影响第三支柱

制度的走向，也将深刻影

响第三支柱的行业生态。

从全球经验看，投资交易

账户是个人养老金账户落

地的主要载体。基金管理

人、银行及其他金融产品

销售机构都可以为个人开

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养老类型

“以房养老”真的

靠谱吗？

您的养老金要涨了！多地

调整金额增幅略高于去年

如果要问老百姓喜欢把钱投资到哪里？相信大部

分人都会选择房地产。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

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却警告说：“过度依赖

房地产、靠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的居民和企业，最终

都会发现不划算”。

那么，从个人角度来看，郭主席的说法是否具有

投资参考价值？“以房养老”真的靠谱吗？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金李撰文指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老百姓对于

房地产投资的预期是存在偏差的。在养老财富中，往

往只有一小部分是金融资产，大部分都在房子。事实

上，房子已经不仅是消费品，还是财富储值工具，老

百姓觉得“房子越多，越有安全感”。

去哪里养老？晚年养老三个选择
年纪大了，在哪里养老？在家养老，一定是绝大

多数老人的答案。几乎没人愿意离开家、离开自己熟

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圈。然而，意愿与现实往往

无法一致。现如今，我国的家庭结构已经和西方国家

非常接近，即：生育率降低，结构趋于小型化。平均

每户低于 3 人，城市空巢独居老人占比已达 50%以

上。面对这样的现实，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是必

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国家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化养老问题解决

的基本思路及大政方针，可以概括成：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用更形象的表

述，就是“9073”模式：90%的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

人选择社区养老；3%的人选择机构养老。

近日，人社部公布了

《201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

称“公报”）。这份公报与过

往十多年公报有所不同，在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的收支情况中，今年公报没

有披露收入和支出的增幅，

也没有像过去一样披露征缴

收入和财政补贴的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孙永勇对第一财

经记者表示，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增幅的下降是必然的，

预计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

这意味着养老保险制度地区

间不平衡将加剧。

公报称，2018 年，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1168 亿元，基金支出 44645

亿元。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50901

亿元。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增幅为 18.1%。

社保降费趋势下，增幅回落的养老保险基

金如何开源节流

经过连续三年的上涨之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的增幅在 2018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落，

在社保降费改革的影响之下，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低增

长将成为未来的常态。

养老金融社会保险

中基协：投资交易账户是个人养老金账户落

地的主要载体

今年是我国养老金体系建设与业务落地的重要一年。

6 月 13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养老金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在上海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工作会

议。委员会主席、中欧基金董事长窦玉明主持会议，21

多地 2019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出炉—

—您的养老金要涨了

进入 6月份，已有北京、广东、湖南、宁夏等多地

陆续公布 2019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养老

金调整后能拿到多少钱，哪些群体能得到政策倾斜，各

地调整办法是否一致…这些是退休人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6 月 17 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

知，确定从今年 1月 1 日起增加广东省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预计惠及全省 600 多万名退休人

员。据经济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进入 6月份，已有北

京、广东、湖南、宁夏等多地陆续公布 2019 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这标志着今年各地退休职工养

老金的调整工作已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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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养生养老健康旅游博览会新闻发

布会在京召开

6 月 20 日下午，由北京市保健品化妆品协会和滦

南县人民政府主办、彼邻公社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

司承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践行 2030 健康中国 2019 北

京养生养老健康旅游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本次发布会，首先是为了 7月 29-30 日将在京召开

的“2019 北京养生养老健康旅游博览会”，提前进行宣

传造势。博览会将“养生养老”和“健康旅游”两大产

业跨界融合，大量适合融合发展的新产品、新模式将以

博览会为舞台，为广大业内企业带来更多思路、更多选

择、更大发展。

养老行业人才短缺，最缺老年学本科

老年学专科、硕博研究生阶段培养都很火热，

唯独本科人才短缺……此前召开的第十五届老年学

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到老年学没有被纳入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问题，呼吁开设

老年学本科。

在如今养老行业人才短缺的现状下，设立老年

学本科无疑能为市场输送更多的人才。但专家也提

示，师资短缺、社会认知度不高等问题，需要院校

在开设老年学本科时加以注意并克服。事实上，虽

然不少专家和用人单位都在呼吁开设老年学本科专

业，但这项工作的开展也会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大阪 G20 峰会将讨论“老龄化”议题

6 月 28-29 日，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将在日本

大阪市召开，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主

要议题之一。

即使是当下老龄化尚不明显的新兴国家，也会在未

来遇到这一问题，所以这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课题，同

时带来的劳动力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对世界经济增长来说

也是很大的制约因素。此次的主办国日本作为世界上老

龄化最严重的典型发达国家，将主导讨论这一问题。

6 月 7 日，在 G20 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相关的研讨会

上，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表示：“老龄化是包括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国家在内的全球现象。”

天津劲松护养院
劲松护养院建于 1997 年 5 月，现建有三所院舍。其

中天津市河北区劲松护养院座落于久负盛名的狮子林桥、

望海楼旁，另两所为天津市和平区劲松护养院与和平区第

二劲松护养院，分别座落于历史文化悠久、久享盛名的文

化景区五大道之湖北路 22 号和河北路卫平巷 4 号。和平

区两所劲松护养院是座落于五大道的唯一一家养老机构，

2007 年被确定为全国爱心护理工程试点单位暨天津劲松

爱心护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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