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

老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养老需求，因此，社区养老服务被提到

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8 月 2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部署了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出调动社会

力量发展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服务。

【江西】三年新建改造 7800 个养老设施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的通知》，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全面构

建满足农村老年人需求的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日前，省民

政厅联合相关单位下发了《关于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十条

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着力推进特困失能人员集中

照护、完善农村养老服务要素保障机制等十项工作。

地方养老

政策︱法规︱时事︱宏观︱经验︱分享

养老服务需求驱动消费增长，未来社区养老

或承担九成养老服务

【福建】九成养老机构能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记者日前从省民政厅获悉，近年来，我省全面提升养老服务

水平，全省养老服务机构达 1107 家，养老床位达 19.2 万张，每

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33.6 张。乡镇敬老院平均床位使用

率提高到 50%以上。

面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将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是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重点。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搭建

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疗

机构，或通过周边医疗机构设立诊疗延伸点。

1 养老服务需求驱动消费增长，未来社区养老或承

担九成养老服务

2 江西：关于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十条措施

的通知

3 广西：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进一步打

造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

通知

4 江西：三年新建改造 7800 个养老设施

5 福建：九成养老机构能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6 福建：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慈善助老超市

设施和服务指引》（试行）的通知

7 养老难题如何破解，龙头房企争先入局养老产

业抢占市场

8 “中国老年护理联盟”在北京医院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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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福建】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慈善助老

超市设施和服务指引》（试行）的通知

闽民福〔2019〕88 号

各设区市民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为加强和规范慈善助老超市建设，现将《福建省慈

善助老超市设施和服务指引》（试行）印发各地，请参

照执行。

（一）“慈善助老超市”是在推进慈善超市创新发

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和公益慈善力量的作用，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社会化运营为方向，为拓展助

老服务功能而搭建的新型服务平台。推进慈善助老超市

建设，对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江西】关于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十

条措施的通知

各设区市党委组织部、民政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

卫生健康委，赣江新区组织人事局、社会事务局、财政

金融局、经济发展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江西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的通知》(赣办字〔2019〕26 号)，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以“党建+农村养老服务”为抓手，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各级各

部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加快补齐农村养老

服务短板，全面构建满足农村老年人需求的新时代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有效地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紧密团结

在党组织周围，经研究，提出以下十条措施：

一、着力推进特困失能人员集中照护。各地要围绕

“优化生活环境、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目

标，加快将县级福利院改造成城乡特困失能老年人集中

照护机构，切实落实特困失能老年人护理经费。空白县

(市)要加快建设突出护理功能的福利院。

【广西】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

市进一步打造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府发〔2019〕11 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南宁市各县、区

人民政府，南宁市各开发区管委会，南宁市各有关

部门：

《南宁市进一步打造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大健康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深化南宁市养老服务

业综合改革，把南宁市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健康养

老胜地，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充分发挥南宁市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优势，高

质量完成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各项任务，

将南宁市打造成为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管理规

范、特色突出的全国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

区域性国际健康养老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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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2018 年末，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资产总额达到

7032.82 亿元。其中，委

托投资资产为 4576.69 亿

元 ， 较 2017 年 末 的

2220.5 亿元增长了一倍

多。不过，2018 年投资收

益率仅为 2.56％，较上一

年度有所下滑。业内专家

分析称，收益率波动属于

正常情况，未来还应精简

流程，扩大投资规模。

根据《报告》，截至

2018 年末，社保基金会已

先后与 17 个省（区、市）

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合同

总金额 8580 亿元，均为委

托期五年的承诺保底模

式，实际到账资金 6050 亿

元。截至 6 月底，18 个委

托省（区、市）签署 8630

亿元委托投资合同已有

7062 亿元到账投资运营。

互联网保险个人养老保障

管理产品受关注

我国目前只有 28.72%的

人愿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来保障老年时期的开支，这

是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2019 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

查简要报告》披露的数据。

这既反映出国人自我养老保

险意识的欠缺与薄弱，也昭

示了修缮、充实商业养老保

险激励政策的必要性。

这些年来，我国建构起

了以“三支柱”为内容的社

会养老保险体系，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组成第一支柱，

职业年金制度形成第二支

柱，商业养老保险则是第三

支柱。作为发展商业养老保

险的重要选项，从 2016 年

起，国家在 31 个试点城市

启动了税优健康险。3 年多

过去了，这项被称作“小社

保”的税收优惠政策性保险

却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

尴尬境地。

老年说法

社会保障养老金融

考虑过给你及家人买商业养老保险吗？

我国职业年金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过低，无

论从整体上增强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撑功能而言，还是

从最大限度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能力的角度来看，都有

必要通过政策杠杆的进一步赋能来扩充商业养老保险

的延展空间与服务成效。

契合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不设保底收益；

业绩表现佳，部分产品成立以来年化净值增长接近

7%——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作为全新的理财品种，

让曾因监管部门出手整顿而沉寂一时的互联网保险理

财市场再度活跃起来。

所谓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是指养老保险公司

作为管理人，接受个人委托人的委托，为其提供与养

老保障相关的资金管理服务。简单来说，个人养老保

障管理产品是养老保险机构发行的，与银行理财类似

的理财型产品。这类产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险产

品，也没有保障功能。目前，各大主流互联网理财平

台共上线 40 余款这类产品。最高 7%上下的年化净值

增长，也让投资者对这类产品趋之若鹜。

聚焦康养乱象：保健品有效果不代表真

保健
近年，随着国民健康意识的增强，不少消费者

本着“治未病”的心态，在保健品上花费了不少

钱。降血压、降血糖，增强免疫力……“银发族”

老年人成为了保健品消费的主力；维生素，阿胶，

葡萄籽……一些年轻人也成为保健品消费的新生力

量。

有专家表示，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关注度的提

高，给保健品市场带来了广阔空间，但部分消费者

对保健类产品缺少科学认知，选购保健类产品时存

在盲目性。

如果 20—30 年后退休，到时你能领多少养老金？日

前，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能测算退

休后的基本养老金水平。有记者体验发现，该平台除需

输入本人月缴费工资、实际缴费年限等相关数据，也有

“未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未来个人账户记

账利率(%)”“未来缴费工资增长率(%)”三个未知变量。

因此，该测算并非实际养老金额，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

个科学预测。

换句话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对个人未

来退休后的收入状况，有一个大致的预测。当然，记者

也说了，几十年后到底到手多少钱，变数多多，因为几

十年后的物价、货币价值，作为养老金资金池来源的劳

动力，都很难准确预测，到底退休后每月进账多少，目

前依然是未知数。

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下降，专家回应正常波动

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三四百万的速度下降，而每年

达到退休年龄的新增人口近千万，中国养老金支付面临

危机。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18 年度）》

30 年后的养老金难测算，

及早规划倒真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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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
北京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位于北京太阳

城社区内，仿欧式建筑，设计新颖，装饰精

良。内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等多种户

型，可租住床位近 1000 张；公寓最突出的特

色是酒店式管理、家庭式服务，使这里成为

一处老年人的温馨居所。

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设施均按照老人的

生理特点所设计：地面辐射式供暖，楼道、

卫生间双向扶手，医护型电梯等，并且配有

目前国内领先技术的空间定位紧急呼叫系

统，充分体现了对老人人性化的关怀与照

顾；内设餐厅、美容美发室、公共洗衣间、

医务室、理疗室、阅览室、健身房、棋牌室

等，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入住老人对生活、医

疗、保健、学习、娱乐等全方位的需求。

“中国老年护理联盟”在北京医院正式成立

2019 年 8 月 16 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下，由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北京医院）牵头发起的中国老

年护理联盟（ChinaGerontologicalNursingAlliance，以下简

称联盟）正式成立。大会由北京医院党委书记汪耀同志主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张宗久局长，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张晖一级巡视员，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吴欣娟，中华护理学会第二十二届理

事长、第 37 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曾熙媛主任，北京医院

院长王建业，党委书记汪耀，常务副院长奚桓，纪委书记、党

委副书记李赵城，副院长许锋、杜元太、孙红，总会计师黄贵

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护理与康复处孟莉调研员

以及联盟单位的主要领导，联盟理事会全体成员和新闻媒体代

表出席，共同见证“中国老年护理联盟”正式成立。

北京医院王建业院长首先代表北京医院致欢迎词。王院长

强调北京医院的护理工作一直是医院一张响亮的名牌，专业、

周到、细致的护理得到了国家历任领导和广大患者的信任和赞

许，临床护理专科的建设也得到了行业内专家的认可。对于老

年护理的发展，医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大量的老年高龄患者、

重症病情复杂患者都得到专业、精心的护理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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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养老机构

养老地产
根据中国社科院预计，2030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可达 13 万亿元，市场前景

无限。对于中国来说，老年人口的需求在不断增长。2018 年，老年人口抚养比

（即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已经达到了 17.88%。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剧，养老问题亟待得到解决。

8 月 20 日，万科北方区域最大的养老社区北京随园养老中心正式面市。截

至目前，万科养老业务已布局 16个城市，共储备带床位项目 52 个，可提供床位

1 万张以上，其中已开业项目中有接近 5000 床。北方区域已开业项目有北京、

青岛、天津、济南、沈阳，北方区域养老在营床位超过 1000 张。

养老难题如何破解，龙头
房企争先入局养老产业

抢占市场

养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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