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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做好“保基

本、兜底线”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增加普惠养老服务有效供

给，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示范带动作用和地方政府引导作

用，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等共同修订形成了《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2019 年修订版）》。

【北京】探访首个适老化改造老旧小区，社区
更适老环境更宜居

适老居住、适老出行、适老健康、适老生活……9月 10

日，记者来到北下关街道南二社区看到，这里的北京市首个

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试点项目已初具雏形，受到社区老年居

民的好评。

今年 4月，由海淀区政府出资，将南二社区作为北京市

首个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试点，对适老居住环境、出行环

境、健康环境、服务环境、敬老社会文化环境营造五大方面

进行设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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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覆盖达九成

今年 6 月以来，广州市民政局坚持为民导向，注重立行

立改，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聚焦养老服务、社区

服务、慈善事业、民政公共服务、民生兜底保障等突出问题

对症下药，从思想政治作风、群众所期所盼、完善体制机制

改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广州市民政局在全国率先实施高龄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护

商业保险，为符合条件高龄老人提供 31项基本生活照料服务

和 19项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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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开源，解养老服务资源之渴

养老服务资源总量供不应求、优质资源稀缺，是养老业

面临的最大难点之一。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扩大

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国家相关部门还将公布

一批养老服务项目储备计划，多路资本正加快布局养老服务

业，已具备大健康业务板块的国有企业尤其积极。

养老服务供给的缺口有多大？仅以南京为例，今年初的

数据是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37.7 张。机构养老床位数

反映了养老服务的供给情况，要扩大供给，绕不开增加床位

数一途，但也不能全指望它。因为缺口太大了，去年底，我

市 80 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3.2%。解养老服务资源之

渴，必须多途开源，既“向内”也“向外”要供给。

黄树贤在北京调研强调：坚持创新发展
破解养老难题，努力提升大城市养老服

务水平

9 月 10 日，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赴北

京市调研大城市养老服务工作，强调要以“钉钉

子”精神解决好大城市养老难问题，全面提升大城

市养老服务水平。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

副市长张家明分别参加调研。

黄树贤部长深入调研了石景山区寿山福海养老

服务中心、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国投健康长者公寓、

海淀区清河敬老院和海淀区有颐居中央党校养老照

料中心等养老机构的建设、运行、管理和服务情

况；与基层民政干部、投资举办方人员、机构工作

人员、社工和志愿者交流，听取他们对做好养老服

务工作的意见建议；慰问、了解老年人起居、饮

食、活动、就医等情况，听取他们的困难和建议。

调研中，老人们纷纷表示生活幸福，心情愉快。有

的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有的老

人激动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习总书记”。

在石景山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黄树贤一

行深入考察了民营资本举办养老机构工作情况，要

求进一步全面放开养老市场。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
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健

康和养老需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一步保障好基本民生；

决定出台城乡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政

策，减轻数亿患者负担；部署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

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求。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顺应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群众急难忧愁作为政府

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要

突出保障好基本民生，民生基础夯实了才能夯实发展

基础。要把稳就业放在优先位置，继续做好未就业大

学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困难企业稳岗和职工转岗就

业，为城市灵活就业和农民工打工增收开拓更多渠

道。抓紧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纠正不合理禁养限

养规定，做好今冬明春肉蛋菜、天然气等市场供应。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保障洪涝等灾害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确保温暖过冬。实施好社会保障兜底、临时救助

等制度。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各部门要深

入基层了解群众期盼和诉求，认真梳理和下力气解决

涉及民生的苗头性问题和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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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目标基金一周年：50 只养老 FOF 撑起养
老第三支柱

2018 年 9 月 13 日，第一只养老目标基金华夏养老

目标日期 2040 三年 FOF 成立，标志着养老目标基金这一

全新公募品种的诞生。

2019 年 9 月 2 月，来自上投摩根的最新一只养老目

标基金宣告成立，自此养老目标基金的成立数量已达到

50 只。

一年以来，50 只养老目标基金先后宣告成立，当前

有 5 只基金正在发行，30 余只基金获批蓄势待发，21 只

基金已提交材料正静待批文。养老第三支柱探路的第一

年，公募基金走在了前面。

税收递延与养老目标基金的前世今生

每个人的职业黄金时间都是有限的，在这段时间里，个

人收入逐渐达到巅峰，能够负担自身和家庭的支出，但在巅

峰过后，乃至退休后，生活开支依然存在，收入水平却呈断

崖式坍缩。

到那时需要怎么办？在最需要花钱的时候却偏偏赶上收

入最少的阶段。

单靠壮年时的储蓄以及基本养老金无疑是单薄的，也存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这个缺口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

题，以美国为例，美国部分州政府雇员的养老计划资金存在

短缺，账户资金相较于允诺应该兑付的资金体量有很大缺

口，困扰着很多州政府。

面对老龄化，机器人照顾老人可
行吗？

中国正在老化并加速深度老化。2018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4949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7.9%，预计到 2050 年前后，

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

人口的 34.9%。

即便大力培训照护人员，提高照护人员

的待遇，由于观念的束缚，多数人也不愿意

做这样一份工作。在传统观念中，这是伺候

人，而且，照护老人的繁琐、技术、精力、

体力和耐心，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担当。

一个权宜之计便是，依赖人类的另一种

创新，智能机器人。早在 2012 年的圣丹斯

电影节上，讲述轻微失智老人与机器人之间

的故事的科幻影片《机器人和弗兰克》就赢

得了艾尔弗雷德·斯隆特别奖。这也提示，

未来智能机器人照顾老年人可能将是一种必

然的选择。对于机器人照护老人，当然有争

议，最重要的是，是否在功能上能全面替代

甚至超越子女和护工。这些问题，当然都是

机器人护理员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社部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让养老保险政策
待遇“看得懂算得清”

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民服务解难题”

的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系统推动养老保险政策待遇

“看得懂算得清”工作，即：养老保险政策，让参保人“看得

懂”;个人权益记录信息，让参保人“查得准”;养老保险待遇测

算，让参保人“算得清”。

一是提供通俗易懂的养老保险政策解读服务。以“基本养老

金计发办法”为重点，梳理群众关心的政策和经办问题，讲清要

点，让群众“看得懂”，增强群众参保缴费意识。

人民日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民生安全网兜
得牢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经济制

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社会保障

改革成就卓著，“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有力地

保障人民生活、增加群众福祉、维护社会公正。

2014 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家宣布启动实施新农

保、城居保“并轨”。当时，这项惠及数亿农民的重大改革，被

不少人视为“马上得实惠”的典范，社会反响热烈。

社会保险 智慧养老

养老金融



4

去年全国康养市场总规模达 6.85 万亿元，迎来

“黄金期”
若择一城待终老，闲居其间，你愿意在哪里停下脚步？昨

天（9 日）上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全国中老

年网在北京联合发布《康养蓝皮书：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报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综合康养环境、资源、设施以及

声誉等各方面指标，在市级层面上推选出了全国康养十强地级

市，分别为海口市、三亚市、秦皇岛市、珠海市、攀枝花市、

六盘水市、广元市、烟台市、遵义市、丽水市。此外，项目组

还根据康养水平指标体系，最终筛选出整体康养水平较高的前

50个县（市）。

康养产业的发展和康养需求的满足需要以优质的康养资源

或产业资源为依托。报告指出，从纬度分布来看，康养 50 强

县（市）均处于中低纬度地带，四季平均气温处于 8℃-28℃，

湿度适中、气候宜人，且基本符合适合人类生存的 1000-1500

米的海拔高度。从地形分布来看，康养 50 强县（市）大多位

于省际交界线，依托山脉或湖泊分布，这就意味着为地标农产

品、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温泉康养等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

资源支撑。

新疆老年病医院
新疆老年病医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

生厅批准的中西医结合二级医院，是新疆唯

一的老年病专科医院，也是自治区、生产建

设兵团、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和非

营利性医院。医院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

府——乌鲁木齐市新医路东段,住院部设有病

床 700 多张,面积 22000 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医

院。病房设施宾馆化，病区环境园林化，医

疗环境舒适、温馨、优雅，充满现代化气

息。

老年病医院起步于改革开放年代，院领

导集体团结一心，与时俱进，引用现代化管

理机制，吸引了区内外大批临床经验丰富，

医术精湛的专家、学者加盟。全院拥有科研

及临床医护人员 400 多位，其中主任、副主

任医师、各大医院聘任、返聘的著名老专

家、教授 40余人，确保了医疗质量高水平。

养老产业的“大礼包”：限

制土地起价又免征房产税

在老龄化人口数量增加与市场需求叠加的严峻形势下，国家通过城企联

动推动普惠养老，依靠政策引导、市场供给来解决城市养老服务需求买不

到、买不起、买不好、买不安的问题。

9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联合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印发《普惠养老城企联

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9 年修订版）》，在其附件《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

行动地方政府支持政策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中明确养老产业中土地、

规划报批、财税等优惠政策，减少了企业的拿地建设运营成本，引导更多的

企业主体投身养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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