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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进行时：

亟待建立服务保障体系和长期照顾保险体系

需求旺盛 VS 供给不足

2017 年 7 月 19 日， 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
究中心发布《2017 年中国养老服
务业发展年报（人才篇）》显示，
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
4063 万人，若按照国际上失能老
人与护理员 3:1 的配置标准推
算， 我国至少需要 1300 万名护
理员；按照不能自理老人与专业
护理人员 1:3 的配置标准推算，
我国至少需要 20 万专业护理人
员。 但目前我国各类养老服务设
施服务人员不足 50 万人（含在
职在岗护理人员）， 全国养老服
务人才需求缺口较大。

而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
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同样也
证实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实。
2015 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口总数大致为 4063 万， 占老年
人口比例的 18.3%； 按照国际标
准每 3 个失能老人配备一名护
理员推算， 我国至少需要 1300
多万护理员。

高华俊表示：“4063 万是人
口普查抽样推算出来的数据，要
实施‘护理补贴’、‘护理功能’、

‘实现护理’条件，必须首先要知
道 4063 万老年群体的分布、居
住和需求等信息，建档立卡资源
才能精准投放，但这样大的样本
必须依靠政府调研完成， 企业、
学界、社会组织力量有限。 ”

养老护理人员仅有 30 万

除了旺盛的需求外，养老人
才缺乏也严重制约养老服务业
发展。

高华俊表示：“按照护理员
与老人 1:3 的养护比例测算，全
国在职在岗的护理人员约为 30
万人，而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数
量约为 4063 万人， 这其中全失
能老人应该在 1000 万左右，这
个市场养老人才严重缺乏。 ”

“1 个护理人员最多能护理
3 名老人， 这是一种人对人的工
作，1 对多服务会造成服务质量
下降， 且护理成本又非常高，这
不能单纯依靠技术手段来保障
养老护理人员和老年人的相应

权益，更需要国家政策和优惠措
施来进行培养，首先应该精准的
找到老年服务群体。 ”高华俊说。

据了解，除了养老护理人才
的缺乏外，作为培养这一群体的
学校也是招生困难。 当前民政系
统成为培养养老护理人员的主
战场，而企业培训就显得有些力
不从心。

据统计，2015 年全国共有 86
所高职院校和一些中职学校开设
了老年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
2018 年全国创办老年服务与管
理等相关专业的院校有 186所。

但相对养老护理供给而言，
整个培养体系的壮大和护理员
人数的增长都太慢。

高华俊介绍，北京社会管理
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每
年招生规模约为 200 人，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每年也有一定
招生，这些人才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 当前，养老市场护理人员需
求量大， 培训市场空间也很大，
但培训成本较高、 时间较长，需
要引入政府或社会化补贴方可
持续推动。

“护理员培训课程约 120 小
时， 职业资格认定教材均以出
版，但企业对录用的养老护理人
员自行培训较难完成。 养老机构
虽然渴求护理人员，但让企业招
聘人员先进来贴薪培训数月，再
投入机构工作中，这中间的成本
企业恐怕难以应付，即便企业愿
意带薪培训，数量仍然有限。 ”高
华俊说。

2018 年 6 月 27 日， 国际公
益学院在上海举行了亲和宇宙
特训营二期学员开营仪式。 本次
开营仪式吸引了 40 多家来自地
产、金融、投资、智能化等领域的
涉老企业负责人。 6 个月后，被称
为“养老黄埔军校”的特训营将
把新一批有生力量送进中国的
养老产业。

但即便这样宏大的开营仪
式，高华俊也坦言，这种培养的
人数依然十分有限，我们必须引
入国际先进护理标准，结合我国
互联培训实际展开。

养老企业盈利尚需时日

2013 年， 国务院 35 号文件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发布，将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
老服务产业拉入快车道。

伴着政策支持，几年间养老
企业纷纷成立涉足养老产业，但
入行后盈利却尚有不足，一些企
业被兼并收购。

2013 年，福建省福龄金太阳
健康养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
册资本金 3000 万元， 主要从事
提供养老及居家关怀服务。

一年运营后， 公司财报显
现，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年
度录得除税前及除税后亏损分
别约 279.9 万元及 280.6 万元。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 目标公司拥
有负债净额 77.8 万元。

2015 年 11 月 3 日，北控医
疗健康集团产业有限公司公
布， 通过向独立第三方认购股
份及投资的形式 ， 以总代价
1.38 亿元 ， 包括现金 1.11 亿
元 ， 及以每股 0.8 港元发行
4,115 万股代价股支付收购福
建省福龄金太阳健康养老股份
有限公司 51%股份。

亲和源集团是一家位于上
海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快乐服务、
健康服务以及终身照料服务，从
事高端养老住区投资、 开发、建
设、 运营及养老产业发展的企
业。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亲
和源总资产为 9.7 亿元， 净资
产-1922 万元，净利润-2799 万
元。

2017 年 4 月 14 日， 上市公
司宜华健康通过《关于公司收购
亲 和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剩 余
41.67%股权的议案》，亲和源将成
为上市公司宜华健康的全资子
公司。 公开信息显示，宜华健康
为通过 7 亿元现金支付收购亲
和源。

不难看出，养老行业企业在
自身经营上短期盈利尚需时日，
在可持续发展上仍需获得外部

支持。
高华俊表示：“养老事业是

一个‘半市场’，具有公益属性。
政府对养老事业应该形成托底
工程，推行必要的福利和救助手
段。 另外，中国的养老市场缺乏
国家级大手笔的推动。 ”

根据中国公益研究院的测
算， 国家对于养老事业应该有
千亿级的投入 ， 一次性投入
1000 亿元， 有相当一步部分放
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护理床
位供给和推动老年护理学科运
用性培训发展， 这样才能激活
中国养老市场。

高华俊表示：“养老是人对
人的服务，这就决定了整体的发
展周期长。 养老并不需要企业携
多少亿资金进入养老产业，更多
是提供好的养老服务。 但一个产
业应该拥有需求规模，中国养老
产业需求是千万亿的容量，如果
中国养老护理人才突破百万，中
国养老的曙光就能显现。 ”高华
俊补充道。

中国养老的国际对标

1966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
《医疗照顾保险法案》 宣布老年
人看病基本免费，根据“医疗补
助”政府会给没有资格领取社会
保险的贫困人群、低收入的老年
人提供医疗补助费。

1995 年 1 月 1 日，德国护理
保险法正式实施，成为继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
业保险之后“第五大支柱”险种。
这是德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

德国法律规定“护理保险跟
从医疗保险”的原则。 这意味着，
法定医疗保险中的所有强制保
险成员、所有自愿保险成员以及
所有家庭联保成员由此属于社
会护理保险的成员，所有在私人
医疗保险投保的人归入私人护
理保险。 国家官员、法官和职业

军人由国家负责，他们患病和需
要护理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并承
担有关费用。

2016 年 8 月，民政部通报了
全国省级层面建立老年人补贴
制度的情况。 其中，26 个省（区、
市） 出台了高龄津贴补贴政策；
在养老服务补贴方面， 全国有
20 个省（区、市）出台了相关补
贴政策；在护理补贴方面，全国
有 17 个省(区、市)出台了相关补
贴政策。

2016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指导意见， 在青岛、上
海等 15 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探索建立为长期失
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
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
会保险制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 5
项社会保险之外，一项新的社会
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正在中
国逐步推开，为失能老人体面养
老提供保障。

不过，在对标国际养老的同
时，中国养老正在积极行动。

2018 年 10 月 20 日，由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主办
的主题为“健康中国行动与积极
老龄化”健康养老国际高峰论坛
就将在北京举行。 论坛将围绕
“长期照护与智慧养老”、“养老
服务资本”、“生命伦理与人才战
略”三大主旨展开，并发布《健康
养老发展趋势报告》、《中国老年
人政策进步指数省级政策创新
报告》和《全国养老服务业走势
月度分析报告（2018）》三份重磅
报告。

“本次论坛邀请日、美等国
的养老专家、教授、慈善家共同
交流互动，建立行动推动合作，
针对护理人员供给不足、 人才
缺乏等问题进行研讨， 希望借
助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能力来影
响中国， 帮助中国尽快建立起
与我国相适应的养老体系。 ”高
华俊说。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重大议题。
根据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国 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达 2.4 亿， 占总人口比重达 17.3%， 平均近 3 个劳动力抚养 1
位老人。 中国老龄化速度（指 60 周岁老人人口比例从 10%升至 20%
的时间）来势凶猛，仅用 30 年时间就到达这一程度。

2013 年，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
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国务院 35 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布，将中国养老服务拉入快车道。

五年间， 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在发展中逐渐壮大， 但短板仍然存
在，国家可持续政策出台力度不够、养老人才培养不足、养老企业盈
利尚需时日，这一切都与中国养老的旺盛需求形成倒挂。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表示：“中国养
老亟待建立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和长期照顾保险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