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知道，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健康状况

的主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取得

了长足发展，人均预期寿命也从 2010 年的 74.83 岁提高到

2018 年的 77 岁。我们计划实施的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从个人和

家庭、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和行动，来提高老年人的

健康水平，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北京】社区养老驿站将全面评“星级”

在北京，集中式的养老机构和不提供长住床位的养老驿

站统称为养老服务机构。在北京，养老机构星级评定此前已

实施了十年，截至今年 1 月，北京已进行星级评定的养老机

构共有 300 多家，其中五星级 4 家、四星级 15 家、三星级

27 家、二星级 230 多家、一星级 80多家。

今后，“评星”将进行推广，不仅是养老机构，社区的养

老服务驿站也将纳入北京的星级评定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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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下达3.55亿元支持社区养老服务建设

7 月 26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政厅会同省民政

厅下达 3.55 亿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用来提升我省

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板。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各地新建、改造、购置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及设施设备，解决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问题；支持各地通过购买服务，引入

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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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就 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含退职，下同）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

穗医保规字〔2019〕8 号

各区财政局、民政局、卫生健康

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修订后的《广州市长期

护理保险试行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

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吉人社联字〔2019〕85 号

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各县（市、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社会保险局，省直各部门和单位，

驻吉中央机关事业单位，省直经办各行业统筹企业：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2019 年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24 号）

要求，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复同意，省政府

政策法规

【广东】广州市医疗保

障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

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试

行办法的通知

【山东】老年人口 2239 万，全国“最老”！

老龄事业的困局与破局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发展老龄事业成为一项

必须、必要的事情，作为老年人口最多、进入老龄社会时

间较早、老龄化程度较高、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较重的省

份，山东省一直将老龄事业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并在全

国率先推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新形势下，山东省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全民行动”老龄工作方针，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

政策研究，协调推进老龄事业发展，积极推动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山东省在 1994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全国第六个进

入人口老龄化的省份;2016 年，全省老年人突破 2000 万，

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 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

2018 年底，全省 60岁以上老年人 2239 万。

试点工作的意见》（穗府

办函〔2017〕67 号），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

市行政区域内的长期护理保

险参保筹资、管理及经办服

务等活动。

第三条市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主管本市长期护理保险

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办

法。

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本市长期护理保险的

经办服务工作，负责本办法涉及的长期护理需求的

鉴定评估（以下简称长护评估）工作。

第一条为健全本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

理需求，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80 号）和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老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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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养老目标基金成立。由

于养老目标基金相关的税

延政策仍未落地，基金公

司普遍对存量养老目标基

金的持续营销动力不足。

公开信息显示，第五

批 15 只养老目标基金于 6

月 20 日拿到“准生证”，

15 只基金分属博时、工银

瑞信、华夏、银华等 12 家

基金公司。

获批一个多月后，博

时基金率先启动发行，博

时颐泽平衡养老目标 3 年

混合 FOF 于 7 月 29 日启动

发售。

其它获批的养老基金

何时投入发行，受访的相

关基金公司人士表示，下

半年发行计划比较饱和，

养老目标基金还没有具体

的发行安排。统计显示，

已获批的 73 只养老目标基

金涵盖目标日期、目标风

险两大策略。

老年说法

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

2019 年上海峰会

隆重举行

社保缴费、养老金测

算……全国社保公共服务

平台将上线

7 月 27 日，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 2019 年上海

峰会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顺利拉开帷幕，来自政府、

学界和业界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以“职业

年金投资、运营和服务研讨”为主题，展开了全面而

深入的研讨。本次峰会由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主

办、中国太保集团旗下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与会嘉宾重点从委托人和职业年金各管理人视角

出发，就大类资产配置、投资运营、产品创新等方面

进行了深刻探讨。

出席本次峰会的特邀嘉宾包括来自全国各省市社

保部门诸多嘉宾共聚一堂，聚焦职业年金相关问题，

对职业年金的管理、投资和服务等问题建言献策。

65 岁以上独居老人最容易受诈骗，保健养

生骗局排“头号”

被“免费旅游”吸引，老年人全程被冒牌“专

家”忽悠，最后买回家十几万的保健品；接到推销电

话，老年人连续多年将退休金投入毫无市场价值的

“收藏品”，最终被家人发现并报警……大量案例显

示，受生理、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影响，老年人更易

成为骗子的目标。

近日，北京市老龄协会和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联

合推出《老年人防骗攻略(2019 年版)》，聚焦养生保

健、投资理财等多类骗局，印制好的防骗手册将发放

到社区和老人集中活动场所。

我国跨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逐年增多。为了

预防万一，人们总会给自己留点备用金，做“救命

钱”。正是这些“救命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目标。

元。相关人士指出，上半年

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

扩大，更多人从中受益。

“广覆盖”是我国《社会保

险法》确定的基本方针之

一。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

险已经覆盖 13 亿多人，是覆

盖面最广的保险项目，基本

养老保险覆盖 9.47 亿人，失

业、工伤保险都覆盖 2 亿人

以上。在短短几十年里，我

国社保制度越来越完善，社

保覆盖面如此之广，令人赞

叹。尽管如今社保“扩面”

难度越来越大，但仍然在继

续扩大，这种趋势值得肯

定。

上半年社保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是多种因素推动的

结果。比如，一些地方人社

部门入企业、入社区、入村

居普及社保制度、宣传社保

好处，促进了社保“扩面”。

社保覆盖面扩大增强了公众信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为 9.47 亿人、2 亿人、2.45 亿人，比上年

底分别增加 443 万人、328 万人、650 万人；3 项社

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87 万亿元，总支出 2.47 万亿

养老金融社会保险

第五批养老目标基金入市，持续营销动力不

足

第五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一个多月后，部分获批产品

已开始入市。自去年 8 月 6 日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以

来，已有 73 只养老目标基金获批。截至发稿，已有 4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7月 25 日上午举行 2019 年

二季度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将于近期上线试运行，先期提供社保年度参

保信息查询、待遇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等服务。

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今年上半年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平稳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 737 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左右，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处于较低水平，这些都

为经济平稳运行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基本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持续增加，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

收入 2.87 万亿元，总支出 2.47 万亿元，累计节余

6.96 万亿元，降费率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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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2019 第六届中日老龄产业交流会

在济南举办

7 月 26 日，由山东省贸促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青岛事务所主办、济南市贸促会、济南市民政局承办的

第六届中日老龄产业交流会在济南成功举办。包括日

医、长生养老、住友、爱志旺、日本制纸等知名企业在

内的日本企业代表 60 多人，山东省内养老机构、企业

代表 150 多人参加交流会，并就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

对接洽谈。

省贸促会副会长李文光出席会议并致辞，他介绍了

山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山东省是人口大省、老龄

化大省，欢迎日本企业来山东投资合作。

养老产业

德国 72 岁才算老年人，2043 年达人口老

龄化峰值

据《欧洲时报》报道，奥地利学者以一种新的

研究方法推算出不同国家老龄化达到峰值的年份。

此外，研究者还重新定义了老年：在德国至少 72 岁

以上。

2015 年，德国联邦统计局也曾发表一份报告，

当时使用的还是传统的年龄中位数。该报告认为，

根据四种不同的可能的发展趋势，德国社会老龄化

的峰值将在 2047 年-2055 年之间达到。而之所以老

龄化趋势会有所减退，专家归因于 1960 年代人口出

生高峰的一代人将辞世。人口结构的发展有广泛的

社会影响，从就业市场到健康医疗等。

聂梅生：中国以房养老行不通

7 月 28 日，博鳌·21 世纪房地产论坛第 19 届年会

在三亚举办，本次主题为“走出舒适区：稳定平衡视野

下的中性增长”。全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清华校友房

地产协会名誉会长聂梅生女士发表《2019 房地产未来已

来》的主题演讲。

当被问到，有人说养儿防老靠不住，以房养老又不

太够，您认为养老有什么可行的选择？聂梅生表示，养

儿防老靠不住，我非常的同意。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执

行计划生育，这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了。如果说一对夫

妻都是独生子女，靠独生子女去养上面四个甚至是八个

是不可能的，养儿防老是不可能的。

浙江：杭州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是一家从事养老机构、残疾人养护机构及医疗机构的投

资、托管、连锁经营和管理的专业公司。绿康公司以杭州

绿康老年康复医院为龙头，实现跨区域连锁经营和管理。

绿康旗下现有员工总人数为 387 人，经营和托管护理总床

位 1500 张，开放住院床位 500 张。绿康经过短短几年的实

践与探索，已逐步形成了“养老院-医院-护理院”一体化

的格局，引起了各级领导、全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本期养老机构

养老地产 国际交流

http://cnsf99.com/Home/Article/index/id/522/aid/59631
http://cnsf99.com/Home/Article/index/pid/463/id/464/aid/59737
http://cnsf99.com/Home/Article/index/pid/463/id/464/aid/59737
http://cnsf99.com/Home/Article/index/pid/463/id/464/aid/59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