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发〔2019〕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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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为指导、推动各地实施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总体目标要求。自 2019 年起，针对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设施（敬老院）的设施条件、设备配置和安全管理，实施

为期三年的改造提升工程。

【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关注人的培养实现
养老服务从有到优

日前，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

上海持续推进“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关情

况。

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已达 503.28 万

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4.4%（按常住人口约占 23.5%）；80

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口达 81.67 万人，占户籍老年人口

的 16.2%。当前，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加速，养老服

务正面临新挑战和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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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行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制，鼓励社会
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

广东省民政厅、公安厅等 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和监管工作的通知》，通过对依法

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工作、切实做好备案管理、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

明确建立健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进一步提升广东养老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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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编报社会服务兜底
工程（养老服务领域）202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计划建议的通知

发改办社会〔2019〕88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展改革委、民政厅（局）、退役军人事务厅（局）：

为推进实施“十三五”社会服务兜底工程，2020 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支持养老服务领域设施

建设。现将编报投资计划建议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计划建议方案必须符合《“十三五”社会服务兜底

工程实施方案》（发改社会〔2019〕193 号）、《普惠养老城企

联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9 年修订版）》相关要求，遴选

前期工作成熟、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确保投资计划下达后

能尽快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养
老金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9〕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局），各计划单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

为进一步加强养老金产品管理，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1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职业年

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92

号）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3〕24 号）等规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依照法律法规和审慎

监管原则，对养老金产品实施监督管理。投资管理

人申请发行、变更养老金产品，按本通知要求执

行。

二、投资管理人可以面向企业年金基金、职业

年金基金，以及其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认可的

合格投资者定向销售养老金产品。同一养老金产品

可以面向不同合格投资者销售。

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

老院）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民发〔2019〕8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财政厅（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

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是提供基本社

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在脱贫攻坚中发挥重要兜底保障

作用。当前，一些供养服务机构法人地位缺失，运营

管理滞后，照护人员短缺，服务质量不高，管理工作

亟待加强。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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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协调落实法人登记。各地要于 10 月底前开

展一次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法人登记情

况摸底，积极协调提出落实法人登记的解决办法。具

备相应条件的机构要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规政策，及时向编制部门提出

法人登记申请，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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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目标基金志在长远，公募齐盼个人养老
账户落地

证监会日前召开的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

会，提出推动公募基金纳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投

资范围，这让基金公司振奋不已，期待个人养老账户早

日落地。

“未来如果纳入个人商业养老账户投资范围，享受

税收递延优惠政策，这对养老目标基金来说是重大利

好。”沪上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未来要做好养老目标基金投

资，首先要形成良好业绩。其次，投资者认可度有待提

高，对基金公司的销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养老目标基金困局

推出一年，市场反应平平，长线产品难以吸引以短线风

格为主的投资群体，基金经理对考核激励机制不满，养老目

标基金该如何走出困境？

从产品规模看，这 48 只已发养老目标基金规模合计仅

156.72 亿元，其中 40 只基金的规模不足 5 亿元，与单只规

模动辄上百亿元的科创板基金形成鲜明对比。

养老目标基金从 2018 年 9 月正式推出已满一年，这一

被寄予厚望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正面临投资者

接受度不高、基金公司内部分歧、个税递延政策不明朗等多

重尴尬。

日本老龄人口创新高，65 岁以上
群体占总人口近三成

日本总务省 15 日发布数据，显示日本

65 岁以上群体 2019 年占总人口 28.4%，这

一群体就业人口 2018 年占总劳动人口

12.9%，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总务省统计局以 2015 年日本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为依据，结合随后 4年出生、死亡

人口等数据，推算 2019 年 9 月日本总人口

为 1.26 亿，其中 65 岁及以上 3588 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 32 万人；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例 28.4%，比去年同期增加 0.3 个百分

点，创历史新高。

65 岁及以上男性 1560 万人，女性 2028

万人。其中 70 岁及以上 2715 万人，80 岁

及以上 1125 万人，90 岁及以上 231 万人，

100 岁及以上 7万人。

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日本老龄、即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全球最高，比第二名

意大利高出 5.4 个百分点，葡萄牙老龄人口

比例全球排名第三，为 22.4%。

在线办业务、测算养老金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上线

据人社部消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

为参保人和参保单位提供全国性、跨地区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用户可进行养老金测算、查询跨省异地就医费用和备案信息、查

询办理相关社保服务等。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的总门户，首期开通 8 类 18 项全国性统一服务。用户可通过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址链接注册登录后体验相关服务。已

申领了电子社保卡的人员，可打开电子社保卡“扫一扫”功能，

快速扫码登录，直接在电子社保卡页面查询办理相关社保服务。

全国各省份养老金调整方案公布完毕，调整标准
有望统一

截至目前，全国各省份 2019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

案均已公布完毕，其中，主要包括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

倾斜三种方式。

根据各地具体的调整方案来看，养老金的调整标准、调整

方法等方面的细则各不相同，有待全国统一。

“目前，部分省份尚存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

的调整方法不一样、标准不一样、调整办法不一样等情况。

社会保险 国际交流

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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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学论坛，成就智慧养老

中国科学家论坛是在著名科学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特别关怀和支持下，于

2002 年创办的，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五届，作为官产学研共

享创新、共谋发展的全国科技创新品牌活动，在促进科技创

新、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十六届的论坛主题为“庆祝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致敬

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推进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

展，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杰佳通完美的契合了其对于高

科技企业的发展，并且能够助力时代发展，在引领智慧养老

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十六届中国科学家论坛授予

公司领导人张其鲁为中国“智慧养老”科技创新先锋人物、

北京思杰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中国“智慧养老”科技创

新优秀供应商。2012-2013 年作为北京市政府指定公司参加

连续两年的科技周活动，展示在智慧健康养老平台方面的前

沿技术;2013 年作为国内唯一受邀的智慧健康养老平台供应

商参加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提出了老龄事业的不同

发展方向。

山东潍坊华都颐年园老年服务中心

潍坊市华都颐年园老年服务中心创办于

2000 年，现有职工 280 人，固定资产 10 亿

元，下属 7 个独立经营实体。近年来，在各

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实现了快速发

展，现已成为集老年公寓、居家养老、旅游

养老、老年病医院、培训学校、银龄产业、

机构托管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养老产业发

展机构。中心以“帮天下儿女尽孝、给世上

老人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为经营宗旨，

以“视老人如亲人、待老人如父母”为服务

理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先后被

评为“山东省示范老年服务中心”、“山东省

先进社会组织”、“山东省敬老模范单位”、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示范基地”和“全国养

老服务十大标杆示范单位”。，现已累计接纳

了 5000 多位老人入住。

全国首个养老本科专业开
学：培养老年服务中高层管

理人才

9 月 12 日，天津职业大学与天津理工大学联合开办的全国第一个养老本

科专业──“老年福祉与管理”专业开学。

天津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事业发展这“一老”问题，关系千家万

户的“今天”和“明天”，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是养老事业发展的急需。昨天

（9 月 12 日），天津职业大学与天津理工大学联合开办的全国第一个养老本

科专业──“老年福祉与管理”专业开学。首批 30名新生将在未来四年时间

里，接受养老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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