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6 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

心举行“满足人民新期待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主题新闻发

布会，邀请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五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有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

政事业发展情况。

【北京】急补人才短板我市将制定养老护理员
职业体系规划

9 月 22 日，由北京市民政局主办、北京养老行业协会

承办的“第九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养老护理员职业

竞赛北京地区选拔赛”在朝阳区恭和老年公寓正式拉开帷

幕。赛事期间，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介绍，近年来，

北京市民政局指导行业协会对护理员进行日常管理和培训，

同时对他们的生活工作状态进行摸底。下一步将与市人社局

等相关单位出台文件，为养老护理的职业体系做出规划，提

供更多成长空间，“目前，文件已经在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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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明年武汉市养老床位将达 10万张，城
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

今日，记者从武汉市“礼赞新中国喜迎军运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武汉将加速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

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武汉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武汉是作为我国中部的特大城市到 2020 年，全市养老床位达

到 10 万张以上。增加普惠养老床位，让普通老人入住养老床

位花钱买得到、价格可负担、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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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工信部公开征求对《关于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引导老年

用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老年用品产业新增长点和新动

能，我们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将有关意见或建议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我们。

老年用品产业是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根据老年人生理

特点和生活需要，提供食品、药品及器械、健康管理产品、

服装服饰、日用生活器具、电子电器等产品的制造业，是老

龄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是新时代扩

大消费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国老年用品市场活

力尚未充分激发，有效供给能力难以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

【北京】民政局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京民养老发〔2019〕152 号

各区民政局、金融办，各金融机构，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应对首都人

口老龄化的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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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人民银行、民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

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

〔2016〕65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京政办发〔2017〕48 号）精神，推动金融组织、

产品和服务创新，完善养老领域金融服务，加大对

养老服务业和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

度，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需要创新金融服

务。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

段，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24%，

且仍在逐年攀升。发展养老服务业是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
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

民发〔2019〕8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事关亿

万老年人及其家庭幸福生活，对拉动内需、扩大就

业、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养老

服务快速发展，但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消费政策不

健全、营商和消费环境有待改善等突出问题，难以满

足广大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依托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在街道层面建设具备全托、日托、上门

服务、对下指导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在

社区层面建立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或日间照料中心，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助餐助行、紧急救援、精神

慰藉等服务。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养老服

务，扶持培养一批综合化、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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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打造养老品牌路漫漫，面临投教和
销售等多重困惑

养老目标基金推出已有一年左右时间，从一开始的

火热慢慢进入到不温不火的阶段，伴随着宣传的降温，

养老目标基金出现在投资者视野中的频率也在降低。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真正想在养老产品方面深耕

的公司，其实并没有停止脚步，通过建立养老子品牌、

举办养老主题活动等一系列的动作，基金公司对于养老

品牌的打造一直在持续进行。犹记得去年养老目标基金

推出时，基金公司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从实际的结果

来看，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虽然规模称不上很大，但是用

户数却还是比较可观。

养老目标基金一周年：吸引 150 万投资者、平
均收益达 4.07％

2018 年 9 月，首只养老目标基金发行。有公开数据显

示，目前，已有超过 150 万的投资者参与了养老目标基金

投资。

时值养老目标基金成立一周年，已肩负百万人养老钱

的养老目标基金现状如何呢？

养老目标基金推行一周年，截至 9 月 23 日，现已成立

53 只养老目标基金。其中，养老目标日期型基金 32 只、养

老目标风险型基金 21只。

上海：从个案探索，到成立专业
办案组，应对老龄化要

办好这件事！

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的上海，涉老型案件

的办理备受关注。十年前，上海检察系统率

先制定了《涉案老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规

定》。从最初的个案探索，到老年人专业化

办案组成立，上海在涉老型案件的专业化办

理上不断探索尝试。今天下午，静安区检察

院涉老年人犯罪案件专业化办理十周年座谈

会举行，来自法律、养老等领域的各界专家

围绕如何在机制设计中保护老人法律权利各

抒己见。

在涉老型案件中，无论老人是受害一

方，还是犯罪一方，都存在法律意识不足的

问题。一些老人法律意识淡薄，存在“我老

我就没事”的想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主任医师蒋健表示，在涉老型案件的

处理过程中要宽严并济，充分考虑老人的犯

罪动机。

今年 31省份全部上调养老金，官方重申确保足额
发放

日前，黑龙江省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上

涨至月均 2500 余元。至此，31 省份已全部公布 2019 年养老金

调整方案，主要包括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三种方式。

同时，多地调整已经到位。

9 月 24 日，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

的全国统筹，确保亿万人民“老有所养”。

今年 3 月，人社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2019 年继续统

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上调 5%

左右。

财政部部长刘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总体
平稳，养老金发放有保证

9 月 24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

心举办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刘昆介绍情况。中国网高聪摄

截至去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8 万

亿，支出 3.2 万亿，当年收支结余接近 6000 亿，累计结余达

4.8 万亿。今年 1-7 月，基金收入 2.2 万亿，支出 2 万亿左

右，当前收支结余 2000 多亿，累计结余 5万亿左右。

社会保险 老年说法

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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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签约 92 亿元，第三届老博会成果丰硕

以“乐享天府品质养老”为主题，历时 3 天的第三届中

国（四川）国际养老服务业暨养老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老博会”）9 月 22 日在成都圆满闭幕。本届“老博会”签

订了一批重点落地项目和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达 92 亿元，取

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老博会”按照品牌化、市场化、专业化的“三

化”总体目标，招展组展更加突出新理念、新技术、新产

品。以展示养老事业、老龄产业为主，重点展示各地养老服

务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未来的发展机遇、政策指引和监

管、老年公益慈善，以及当地农村养老、民族地区养老及贫

困地区养老建设和帮扶成果等，同时也展示了养老、健康等

相关产业园区及特色龙头企业，以及国际养老产业、养老服

务、智慧养老、无障碍生活、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康养食

品等，涵盖产业、机构、服务、用品、解决方案全产业链。

吸引了来自日本、德国、法国、以色列等 10 余个国家和北

京、上海 9 个省（直辖市），以及四川省内 20 个市（州）共

约 160 家机构、企业和涉老协会、商会参展、参会。

北京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
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失能老人、卧

床老人、不能自理、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

病）的护理专家！

理爱(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属

的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是一家专业的养老

服务运营商，位于海淀区西四环内，亚洲最

大的购物广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对面，距四

季青医院 1 公里，地铁 10 号线长春桥站步行

2 分钟，紧邻昆玉河畔，交通便利，环境优

美。

机构分为会客区、康复区、活动区、餐

厅、休养区等，有双人间、单人间，可以为

老人提供长、短期入住护理服务、日托服

务、居家护理服务。机构的运营商在国外拥

有 33 家连锁养老机构，具有丰富的运营经

验，除了引进一些国外的专业老年康复锻炼

设备外，更是突出了家的温馨。

北京随园，模式之争下的万

科养老样本

养老产业向来被业界称为“万亿蓝海”。然而，同样不需争论的事实是，

在各路诸侯纷纷试水养老行业的当下，行业依然未能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

无论是销售型、持有型还是服务型，投资养老产业的企业尚未找到标准而又

有效的“挣钱姿势”。

近日，北京万科旗下养老业务的旗舰产品——随园的入市，再度带热养

老话题。而随园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外界观察万科养老产业发展策略和运营思

路的最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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