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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的作用，为全面开放养老服
务市场、改变养老服务业的管理
模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
务业注入活力。

社会化养老首先就是指社
会力量能发挥重要作用和价值。
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化
养老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社
会组织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
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
会组织从 1988 年的 4446 个 ，增
长到 2013 年的 54 万个， 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提供就
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日
趋显著。 特别是 6 万多个行业协
会、 商会和 25 万多个民办非企
业单位 ，在教育 、医疗 、养老 、社
会救助、公益慈善方面提供了多
样化 、专业化的服务 ，为进一步
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非
常有力的作用。

社会养老需求增加 、政府对
养老服务业的鼓励和支持，以及
养老服务业蕴含的商机，促使大
量的民间资本流到养老服务业
中来， 迎接社会资本的增加，也
强化了社会养老的动力。 十八大
以来，中央打出一系列改革的组

合拳， 通过法规和政策文件，鼓
励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会力
量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进一
步激发了社会组织的潜力，增强
了社会合力，政府从全能政府正
逐步转变为有限政府 。 特别是
2013 年 9 月份 ，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 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业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优惠的政
策， 其中的亮点是在投融资、税
收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政策。

养老服务业蕴含巨大的潜力
和社会参与的空间。 养老服务业
涉及长期照料、饮食服装、营养保
健、休闲旅游、金融地产等方方面
面，既是为老人服务的夕阳事业，
也是行业中的朝阳产业。 全国机
构养老、 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提
供的护理岗位达到一千万个，能
吸引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
大批中小企业。 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特
别是随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
会救助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完善，
使老年人可支配收入逐步提高，
养老消费能力逐步增强， 这也有
力地推动社会化养老的发展。

到 2013 年年底，投入在养老
服务业的社会力量已达到 200
多亿元，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业领域从过去单纯的机构养老，

扩展到居家 、社区 、机构的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的方方面面，从养
老服务延伸到养老服务业的各
个领域。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
务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社会
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业的市场
环境当中，提供的养老服务是否
优质高效便捷，在于资源效率的
配置和公平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放开养老市场，将推动养老
服务业的有序开放。 去年实施新

修订老年保障法 ， 还有 2011 年
出台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这些都强化了养老服务业
发展的制度基础。 同时出台了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
构的管理办法，将营利和非营利
养老机构纳入养老管理的范围，
建立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的生活化服务。

当然，我国养老服务业还处

于发展初期，尤其是社会力量参
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还存在一
系列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说政策
不到位、 民间资本参与不充分 、
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受到很多
方面的制约等等。

2013 年 8 月 16 日李克强总
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发挥
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养老
服务业的主角，2020 年养老服务
业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要显
著提升，90%的乡镇和 60%以上的
农村社区都要提供养老服务。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
会和国务院的精神，深化养老服
务领域改革， 从中央到地方，目
前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也出
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扶持发
展参与养老服务业。 特别是民政
部和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积极
推动的养老服务综合改革实验
区的工作，明确提出来要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培育养老服务产业
集群等 8 项主要试点任务。 下一
步我们将通过养老服务业综合
改革试点， 规划建设投融资、税
费 、补贴等方面取得突破 ，进一
步优化社会化养老发展的政策
环境。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
相结合，使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
务的主体，成为养老服务和产品
的主要提供者。

当前养老产业面临的机遇，
简单说，就是环境优、需求大、政
策好。 个人预测前景可观的有六
大养老产业。

第一是老年健康管理服务
业。 这是面向所有的老年人，包
括高龄、低龄，健康、失能等。 我
们国家的人群里面 ，平均 100 个
人当中， 只有 8.8 个人具有健康
的身体， 老年群体最渴望健康，
但是老人群体的健康数量只有
4%左右，所以说这个行业是最有
希望的。 第二是康复护理业。 失
能和半失能康复是刚性需求，平
均 5 个老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
的人。 第三是家政。 第四是文化
教育。 第五是老年宜居。 老年宜
居是新概念，大爱城实际上就是
老年宜居，这个宜居包括养老机
构、养老住区、住宅改造等，老年
宜居业在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
还处在没有开发的阶段，潜力非
常巨大。 第六就是金融理财。

同时养老产业也面临五大
挑战 ：有效需求总体不足 ；赢利
模式有待探索；扶持政策更需落
地； 创新和研发差距比较大；市
场秩序有待规范。

针对机遇和挑战 ，我的建议
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要
发挥主体作用。 首先，作为政府
来讲，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六个
方面：

第一，做强事业。产业有赖做
好事业， 做好事业的重点是提高
老年人的收入， 加强养老保障建
设，特别是养老金的全覆盖，提高
养老保障的水平。 有钱以后才能
消费，所以事业和产业是有关的。

第二 ，做好规划 ，按照规划
有步骤地实施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整合资源 。 居家养老
新建设施很重要，对于老城区来
讲，整合资源更重要。 整合资源
更多的需要依靠政府力量。

第四，重点扶持 。 政府要对
养老产业进行重点扶持。 重点扶

持的原则，一是面向大多数老年
人，再一个是面向低收入的老年
人。 扶持重点，第一是居家养老，
因为居家养老面向 90%以上的
老年人， 第二个是养老机构，特
别是面向中低收入者的机构，第
三是健康康复护理用品业。

第五，要逐步退出市场。 养
老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也做了
市场性的行为。 随着养老产业的
发展，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 特
别是像居家养老，更多的交给企
业、交给社会组织。

第六， 是加强市场的监管 。

养老市场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市
场 ，也是初期阶段 ，所以现在市
场很不规范，一方面很多企业为
老年人提供了很多服务，另外确
实有不良的行为坑害老年人，以
保健品最为严重 ， 其次是针对
老年人的诈骗。 加强市场的规范
也是对养老产业的扶持。

市场要发挥的主体作用包
括： 要进行严谨的需求调研、要
进行科学的定位和研发，还需要
更高的服务。

养老产业一方面供过于求 ，
一方面又供不应求，在其他行业
是很少见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我
们市场对老年人需求的定位、研
发不够 。 特别是产品方面的研
发，产品同质化，服务两极化，技
术低端化。 现在我们做的老年人
的产品，不是真正地站在老年人
的角度考虑的，而是设计者和管
理者的主观意向，觉得老年人应
该需要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养老机构的
设计里面 ，有好多功能 ，实际上
不是老年人需要的：锻炼臂力的
机械 ，别说老年人不用 ，我们青
年人都不用 ；还有聊天室 ，在社
区是需要的，但是养老机构是不
需要的。

养老产业热在地产 ，但可能
危险也在地产。 除了需求量大以
外， 是不是能够承受以外呢，我

认为最好的养老方式，不是集中
养老，而是分散养老。 而且养老
机构，特别是养老院主要的目标
群体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而
不是健康的老年人。 健康的老年
人在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是最
好的 ， 这也是国际养老的大趋
势，回归社区，回归家庭。 美国做
了太阳城，在全世界没有推广开
来，但是太阳城的概念在我们中
国已经到处生根开花了。 所以养
老地产很时髦，但是事物总是具
有两面性的，越火的地方往往可
能也是危险所在的地方。

对当前老年人需求的认识
存在三大误区。 第一是整体高估
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中国 2 亿
老年人 60%在农村 ，1.38 亿养老
金， 每月只有 81 块钱，81 块钱，
一年的养老金收入还不到一千
块钱，你让他一个月花一千块钱
不太可能。 第二是普遍重视高收
入群体 ， 低估中低收入消费群
体，真正有潜力的是中等收入群
体。 第三是普遍重视满足基本需
求，刚需重视不够。 比如康复护
理，一旦失能离开康复护理是不
行的。 我觉得需要真正做老年群
体细化的调研，不要做大家经常
讲的这些调研 ，要做产业 ，那么
真正的群体在哪里，他能承担的
有效需求才是有意义的。
（本版内容根据论坛发言实录整理）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 王素英：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 吴玉韶：

六大养老产业前景可观

王素英在发言中强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环境优、需求大、政策好，吴玉韶十分看好当前养老产业面临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