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公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

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的重大决

策部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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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领导，强

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经国务院同意，建立养老服务部际

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北京】蓝皮书发布，发展社区居家养老需采

取四方面优化措施

为调查我国大城市养老的难点和痛点，2019 年 7 月 23

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北京蓝皮书：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18～2019)(社区养老

专题)》(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

《报告》指出，我国大城市养老的难点、痛点是核心城区

域养老设施紧缺。北京市不同区县社区养老设施覆盖差异较

大，社区养老设施在不同层面存在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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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面实行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制

记者 7 日从江苏省民政厅获悉，为深化养老服务领域“放

管服”改革，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江苏省民政厅、省市场

监管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全面开展养老机构登记备案管

理工作。

通知明确，江苏全省民政部门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

可，各市场主体法人登记后即可开展养老服务活动。拟设立民

办公益性养老机构的，依法向所在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拟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的，应当在市

场监管部门办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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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广东】广州市医疗保障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广
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

通知

穗医保规字〔2019〕9 号

各区民政局、卫生健康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若发现问题，请及时向

市医疗保障局反映。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本市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服务机构

（以下简称长护定点机构）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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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穗府办函〔2017〕67 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湖北】人民政府印发《湖北省 2019 年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方案》

为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养

老院服务质量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立健全养老

机构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根据民政部等 4 部委统

一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2019 年养老机构服务

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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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9 年底，全面清除养老机构已排

查出的重大风险隐患，在此基础上实现 60%养老机构

符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GB/T35796-

2017）国家标准，启动实施养老机构等级评价示范

工程，推出一批星级示范养老机构，辐射带动养老

机构服务质量持续改善。

迅速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清除攻坚行动。对照

《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中涉及养老机

构运营服务中的重大风险隐患 28 项指标，各市、县

民政部门要列出本行政区域内不合格的养老机构清

单及隐患清单通报同级相关部门。

【北京】关于公开征集《北京市养老服务
单位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修改意见的

通知

为规范本市养老服务单位市场行为，营造诚实守

信市场环境，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保障老年人合

法权益和生活质量，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

完善信用联合奖惩制度加快推进诚信建设的实施意

见》（京政发〔2017〕15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进一步促进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17〕

13 号）和《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业诚信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京民老龄发〔2018〕183 号）等有关政

策，我局会同相关部门拟制了《北京市养老服务单位

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如有修改意见，可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前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反馈市民政局。

联系电话：010-65395479

传真：010-65395964

邮箱：zhishihao@mzj.beijing.gov.cn

附件：北京市养老服务单位信用信息使用管理办

法

北京市民政局



3

已经建立了 55 个老龄福利金基金公开发
行，继续开发丰富的产品线

公募基金目标基金（简称“捐赠福利基金”）将于 6

日获得批准。一年来，养老金 FOF 基金总规模已超过

200 亿元，并取得了稳定的投资收益。分析师表示，与

其他主题基金相比，养老基金 FOF 基金的收入应该具有

“引人注目”的视角。随着市场接受度的增加，预计将

纳入税收延期政策，未来养老金 FOF 基金将“进入下一

个层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8 月 5 日，55 家（不

同股份分别计算）已建立和运营的养老基金 FOF 基金总

规模达到 201.29 亿元。

业内热议养老目标基金获批一周年

去年 8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批文，14 家基金公司

获准发行首批养老目标基金，意味着公募基金正式介入个人

养老金体系建设。如今，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将满一周年，不

同时点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不论是目标日期，还是目标风

险绝大多数斩获正收益，运营相对稳健，为公募基金支持第

三支柱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近日，12 位养老目标 FOF 基金经理及基金管理人接受

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详细阐述了养老目标基金获批一年

来，在产品布局、基金销售、投资运作、资产配置等方面的

经验，而账户制的渐行渐近，也让公募基金看到了新的发展

机遇。

《老年人防骗攻略（2019 年
版）》即将免费发放

北京市老龄协会和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

近日联合推出《老年人防骗攻略（2019 年

版）》，印制好的《攻略》将发放到社区和老

人集中活动场所，为老龄群体提供切实可行

的防骗指南。事实上，为老人编写实用读

本，是权益保护处的一项“传统工作”。

目前，《攻略》正在进行最后的内容调

整与修订，记者先睹为快，一探内里锦囊妙

招。

浏览《老年人防骗攻略（2019 年

版）》，上百个“故事”按照角色扮演、保健

养生、投资理财等骗局类型分为十个大类。

“所有的‘故事’，没一个是编造的，

全是我们了解到的活生生的案例。”北京市

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尹政伟表示，这本

“攻略”由权益保护处具体负责撰写，工作

人员广泛搜集了近两三年内的相关案例，隐

去当事人信息后，将内容提炼概括，最终梳

理呈现出来。

以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养老保险可持续性

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养老金能否可持续足额发放，是

多数公众关心的问题。在社保费率降低背景下，如何保障养老金

可持续足额发放？国资划转社保的全面推开有哪些积极意义？对

此，业内人士表示，要实现社保基金长期收支平衡，不能仅靠国

资划转等制度外资源对资金缺口进行弥补，长期来看，更核心的

是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推进社保制度相关改革。

继 4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至今，降低社保费率为企业减负带来实质性效果。然而，关于降

低养老保险费率以后，部分地区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加大，

是否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引起广泛关注。

上半年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近 2.4 万亿，增长
14.51%

人社部 8 月 5 日数据显示，1-6 月，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24695 亿元，同比

上年增长 14.96%。上半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达 23786 亿

元，同比增长 14.51%。此外，社保基金累计结余接近 7万亿。

从参保人数看，截至上半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为 42242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52494 万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 19972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

24525 万人。

社会保险 老年说法

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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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博览会八月下旬开幕

记者 8 月 5 日上午从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了解

到，第八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22-24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博览会将设立 9个展区，将有

220 多家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机构及企业参

展。

据了解，第八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共设 9 个展

区，分别为国际养老服务品牌展区、国内养老服务品牌展区、

SSIDC 养老服务信息化展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展区、中医健

康服务展区、文化服务展区和各级相关社会组织展示展区，将

有 220 多家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机构及企业

参展；同期将举办第八届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及 6 个分论

坛及相关活动，来自国际老龄联合会及美国、俄罗斯、法国、

德国、荷兰、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嘉宾和

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及所属的社会组织的领导将出席开幕式及

主论坛。

本届博览会将秉承“感恩、关爱、服务、发展”的宗旨，

为致力于进入养老服务行业的企业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

提供平台和契机。

这届博览会将呈现出五大亮点，其中的一大亮点为：国内养老

服务品牌日臻成熟。博览会将继续推出中国特色的多形式、多

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重点推出“百家中国自主养

老服务品牌”、“30 家自主设计生产设施设备用品品牌企业”，

集中展示中国养老服务品牌培育的丰硕成果，中国养老服务品

牌日臻成熟。一大批如“慈爱嘉”、“中福长者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等中国自主服务品牌将在相关论坛上与大家分享品牌建设

经验。

陕西未央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陕西未央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管理服务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仁和老年公寓坚持想

老人所想，帮老人之所需。公寓的全体员工

热爱老年事业，身体健康，工作责任心强，

坚持专业培训上岗，实行目标管理和岗位责

任制，满腔热情为老年人服务。公寓管理严

格，服务质量好，规章制度全，合理合法，

所有工作人员素质好，培训上岗，医疗、护

理服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知识、技能

全面。

服务中心为您提供一流的饮食服务。等

级厨师料理，伙食粗细荤素搭配，营养均

衡，卫生可口，公寓还可根据您的健康状

况，汲取专业医师的意见，为您提供最适合

您的饮食谱。服务人员热情、周到，让您时

时感到有家的温馨。

外资入场，多方布局个人养

老金市场

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有望取得新突破。密集政策红利下，银行、保险、基

金、信托等养老金融发展成重头戏。面对万亿级个人养老金市场，包括外资在

内的多路资金正争相入局。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鼓励外资进入个人养老金市场成为政策下一步

发力重点。当前已有多家外资险企有意申请养老金管理公司，银保监会与相关部

委正加速推进相关准入法规制定，审批时采取成熟一家批准一家的方式推出。业

内人士预计，首家外资养老金管理公司最快将于年内诞生。

汇 聚 我 国 一 周 养 老 产 业 时 事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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