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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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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要

求，决定组织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申报工

作。

【北京】腾退闲置空间将优先建养老设施

日前，市政协就社区居家养老相关提案开展集中办理协

商，20 多名委员来到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养

老照料中心调研办理情况并与提案办理部门座谈。市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办理情况时表示，本市将制定利用闲置空间

改造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工作指引，疏解腾退的闲置空间将优

先用于养老设施建设。

民建北京市委等界别及黄金雄等 20 位委员，提出了“完

善养老驿站建设”等 25 件有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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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
体系

截至 2018 年底，广东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1440 万，

占比 15.2%，其中，高龄、失能老人约 190 万。预计到 2020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1518 万，占比升至 15.8%以

上。为推进广东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政协党组将“构建居

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作为今年专题协商

议题。省政协主席王荣专门听取省直 7 个部门相关情况汇

报，对协商工作亲自部署。

日期：2019年 7月 11日【第 27周】

6 河北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智慧

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

7 北京腾退闲置空间将优先建养老设施

8 广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改委关于印

发《广西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的通知

地方养老

政策︱法规︱时事︱宏观︱经验︱分享

1 劳动年龄人口去年减少 470 万，超半数企业现

老龄化

2 广东;关于公布养老服务投资扶持政策措施清

单的公告

3 贵州：首届中法养老服务国际交流会贵阳举行

4 专家谈适老化科技产品：要有“老的经验”

5 共有产权养老，一种新尝试

河北：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智

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



2

态总和。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下，我区健康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取得明显进展。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培育成为全区新兴产业，特制订健康养老产业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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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广东省民政厅对本省现行养老服

务领域相关投资扶持政策进行梳

理汇总，编制了《广东省养老服

务投资扶持政策措施清单》，现

予以公布。具体养老服务供需信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改委关于

印发《广西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的通知
桂民发〔2019〕33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区直各有关单位：

《广西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1

年）》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健康养老产业是为社会提供养生养老产品和服务的业

政策法规

【广东】关于公布养老服

务投资扶持政策措施清单

的公告

劳动年龄人口去年减少 470 万，超半数企业

现老龄化
政府/事业单位员工年龄结构老化突出；劳动密集型

企业老龄化趋势最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末，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总

数与 2017 年末相比减少 470 万人。今天（7 月 5 日），相

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结果显示，调查

企业超半数存在劳动力老龄化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人口出生率达到

1949 年以来历史最低值，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双创新

高。人口老龄化不仅将导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和规模的增

大，从劳动力供给而言，也将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16-59 岁）总量的下降，2018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同时显

示，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与 2017 年末相比减少 470 万

人，比重下降 0.6 个百分点。

按照国家对经营性用地依法

办理有偿用地手续的规定，

优先保障供应。

２．利用社会闲置资源

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经有关

部门批准临时改变建筑使用

功能从事非营利性养老服务

且连续经营 1 年以上的，5

年内土地使用性质可暂不作

变更。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

依法盘活本集体建设用地存

量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

务设施；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以依

法使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

息由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自行公布。

1.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和政府举办的养

老机构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

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

老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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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与地方确定了投

资管理人，职业年金也已

经成为基金公司一个全新

的业务增长点。

“今年职业年金的推

进速度很快。”有基金公司

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职

业年金业务拓展已经成为

今年我们的一大工作重

点。”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

已经评选出投资管理人资

格的有中央直属机关、北

京、上海、山东、湖北、

安徽、湖南、陕西、新

疆、新疆兵团、宁夏、江

西、河南、辽宁，共 14

个；中央直属机关、山

东、北京、湖北已开始运

作。在剩余省份中，有些

尚未启动评选工作，有些

则已经选完受托机构。基

金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

正忙于争取剩余各省的资

格。

老年说法

加快开发养老金融产
品，助力老龄事业可持

续发展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指导意

见酝酿出台

老年人健康事关全民健康，也事关全面小康，

2035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人。目前我国

金融业养老金融产品存在创新不足、投资受限等问

题，尤其是证券类、基金类、信托类的产品偏少，难

以满足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需求。改变我国养老

服务供给结构失衡，使养老基金与金融市场形成良性

互动，应对中国老龄化人口呈现加速化、高龄化、女

性化、积极化等特征，应加快开发适合养老基金特点

的金融产品，助力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安全发

展，避免和减少养老基金的缩水和贬值，破解我国老

有所养难题。

北京老龄协会推出老年人防骗手册

北京市老龄协会和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日前联

合推出《北京市涉老舆情大数据研究报告（第 1

期）》和《老年人防骗攻略（2019 年版）》。印制好的

防骗手册将发放到社区和老人集中活动场所。

《研究报告》对保障、骗局、子女照顾、房

产、保健品等 2019 年涉老舆情热点话题或事件进行

了解读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涉老网络舆情的应

对策略。《防骗攻略》则聚焦养生保健、投资理财等

十余类骗局，通过具体的实际案例，提高老人防骗

意识。如保健养生类诈骗主要是用施以恩惠、制造

权威、夸大功效等方式对老人进行行骗,提醒老人不

要轻信陌生人说的话,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求，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

建立兼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合

理调整机制，以实现各类退

休人员待遇调整机制的统

一。

但即便如此，想要“有

备而老”、“优雅养老”仍并

不容易。一方面，我国老年

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速

度快，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

休人员不断增加，基本养老

保险的负担越来越重；另一

方面，在社保降费改革的影

响之下，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低增长很可能成为常态。

“税延商业养老保险的

核心内涵是通过税收递延，

鼓励老百姓购买个人商业养

老保险。”李艳华表示，“即

通过将养老第三支柱做大做

强，，进而提高养老金替代

率，提高未来国人的养老质

量”。

税延商业养老保险撑起第三支柱

事关养老大事，养老金一直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热

点话题。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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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截

至目前，我国已实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十五连

增”。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要

养老金融社会保险

职业年金投管人敲定，基金争食养老第二支

柱“蛋糕”

近期，黑龙江省公布了职业年金受托人结果，成为又

一个将评选职业年金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的省份。自去年

底中央直属机关率先确定职业年金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

后，各地职业年金推进速度很快，目前已经有 14 个中央

作为全国统筹的重要基础，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正加

速铺开。《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距离 2020 年全面实

现省级统筹进入倒计时，湖南、贵州、山西等多地近日

紧锣密鼓出台具体方案和推进时间表，局地年内或率先

实现省级统筹。为进一步提升各省内养老保险基金平衡

能力，人社部等相关部门正加紧研究并酝酿出台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具体指导意见。

专家建议，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完善中央调剂金制

度，加快全国统筹步伐，构建高质量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时间节点渐近，各地加速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特别是近一个月来，湖南、贵州等多地密集出台方

案，明确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时间表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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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首届中法养老服务国际交流会贵阳

举行

首届中法(贵州)养老服务国际交流会 10 日在贵阳

举行，来自中法两国养老服务界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就

养老服务体系和做法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中法(贵州)养老服务国际交流会，是世界银行和

法国开发署联合融资贷款支持贵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正式启

动，项目贷款金额分别为世界银行 3.5 亿美元、法国

开发署 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总计近 32亿元。

该项目是目前中国单个省份贷款金额最大的外贷

项目，也是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组织与外

国政府联合融资贷款项目。

养老产业

专家谈适老化科技产品：要有

“老的经验”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

渐渐升温。除了医养、保健等典型的“银发经济”

形式，老年科技产品，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

也成为“银发经济”追逐的热点。但是，缺乏“老

的经验”让部分供老年人使用的科技产品缺乏适老

化的用户体验。

6 月 28 日，由老龄社会 30 人论坛、盘古智库

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于北京联合举办的“设计赋能：

与长者联手创新交互科技”发布会上，北京服装学

院新媒体系主任丁肇辰教授提出，适老化科技产品

可以由长者和年轻人一起设计。

共有产权养老，一种新尝试

专家建议，应推动市场针对大部分老人收入水平和

需求开辟中端养老服务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

江……”走进北京市东五环外的恭和家园，一曲《浏阳

河》深情悠扬。寻着歌声，记者发现，唱歌的是一群老

人。

他们有序地坐成几排，专注地看着手中的词谱，有

人坐在轮椅上，有人手扶拐杖坐在椅子上，虽然行动有

些不便，但却容光焕发，身体随着旋律轻轻摇摆，在钢

琴伴奏下，生动地歌唱着。这个近 5 万平方米的无障碍

养老社区，据称是国内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设施试点。

合肥市夕阳红老年护理院

合肥市夕阳红老年护理院位于瑶海区长江东路 855 号

（东一环与长江东路交叉口往东 500 米），创建于 2001 年

10 月，是合肥市第一家民办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也是全

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和示范基地。该院于 2010 年底进行

了改造装修，并于 2011 年 6 月份投入使用，全新的生活

环境和规范的生活设施大大改善了老人的居住环境，首次

尝试的医养结合模式也得到广大老人和家属的高度认可，

该院突破传统老年公寓结构，专注为长期卧床患者、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以及其他需要护理服务患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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