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出台民政、养老等“十四五”专项规划，
就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行具体部署， 推动

养老服务业取得十大进展。 预计在 2022年，我国养老服务业也将呈现一些新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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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养老服务业
十大进展

一、养老服务由兜底保障向
普惠型转变 ，呈现全方位 、精细
化、高质量养老服务发展格局

2021 年， 国家出台 80 余项
养老相关政策，聚焦老年人“急
难愁盼”问题，养老服务对象由
托底老年人转向全体老年人，增
加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发展基
本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由兜
底保障向普惠型发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
意见》《“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
规划》等文件印发，全面部署养
老服务体系、老年人健康支撑体
系、老年人参与、老年友好型社
会、银发经济等内容，为养老服
务提供纲领性指导，养老服务政
策体系更加精细化。

二、养老服务领域已发布 26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我国养老服
务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养
老服务领域第一项强制性国家
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
本规范》正式实施。 这是全国保
障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的统一标
准， 标志着我国 3.9 万家养老机
构将受强标约束与监管，200 多
万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权益
将受到保护，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将进一步提升。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标准体
系已基本形成，26 项养老服务国
家和行业标准发布，涉及养老机
构等级评定、 老年人能力评估、
多项服务规范、满意度测评等内
容， 这些标准与强标互为支撑、
相互补充，形成强制性和推荐性
标准功能互补的格局。 其中《养
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标
配套标准 11 项， 从安全角度对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进行补充，织
密筑牢养老服务安全底线，为进
一步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
供了指引。

2021年 10月， 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把“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化专项行
动”明确为需要重点推动落实的五
项专项行动之一，为新时期养老服

务标准化工作指明方向。
三、 全国 42 个地区开展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社区居家机构协调发展取得
重大进步

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解决方案，“发展家庭养
老床位”首次写入民政事业“十
四五”规划。 北京、江苏、山东等
10 余个省份 30 多个城市开展了
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工作。 其中，
北京、福建、四川 3 省份及南京、
无锡、 扬州等 10 个地级市出台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专项政策文
件， 对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标准、
服务内容、流程、费用、监管等予
以规范。

2021 年 7 月，中央下达 10.9
亿元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全国
42 个地区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该行动聚焦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扩大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供给，更好地保障和改
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居家养
老照护条件。 以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为契机，加强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促进居家社
区机构协调发展更进一步，是
“十四五”时期重要工作。

四、全国县级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已达
63.7%，2022 年实现县级失能集
中照护服务机构全覆盖

每个县（市、区）至少建一所
以失能（失智）、部分失能特困人
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
务设施（敬老院），是“十四五”养
老规划重点， 多地探索创新，加
强县级失能照护机构建设。 提升
护理型床位占比， 强化失能、部
分失能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
照护服务能力，是县级失能照护
机构建设重点。 民政部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已达
到 63.7%，68.1%的乡镇已建立具
有综合功能的养老机构。

五、积极构建县乡村衔接的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多样化农村
养老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021 年，多省市大力推进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积极构建县乡
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增
强县级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失
能照护服务能力，拓展乡镇敬老
院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功能，发

挥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前沿
阵地作用。 以乡村敬老院改造升
级、在县域范围内建立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为特色，探索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推进县域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 打造老年宜居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从老年人健康服
务、基本养老保险、特困供养服
务、 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农村养老服务网络五个方面对
农村养老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首
次提出构建县乡村衔接的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 多个省份把农村
敬老院、光荣院、社会福利院整
合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形成
实行集中建设、分区养护、公共
资源共享的格局，提高整体管理
服务水平，扩大农村养老服务供
给，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将朝
着体系化方向迈步。

六、 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创
新养老服务模式

2021 年，我国推动开展康复
医疗服务、 老年医疗护理服务、
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三大
试点。 试点工作将进一步推动老
年康复、医疗护理、家庭病床、门
诊大病统筹等制度成熟，健全长
期照护体系，促进医养康养融合
发展。

七、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0 月，工信部、民政
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智慧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 打造智慧养老
院，持续拓展智慧健康养老产品
供给。 信息技术在提升养老服务
效率、满足老年人差异化养老服
务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
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优化养老产业生态。

八、养老服务人才激励保障
机制进一步完善

“十四五”期间，民政部将培
养培训 200 万养老护理员 ，浙
江、福建厦门在开局之年先后出
台《浙江省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入
职奖补办法》《厦门市养老服务
人才奖励激励办法》， 完善养老
从业人员保障机制，吸引优秀人
才进入养老行业。 目前，我国已
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相互衔接、学历教育
和职业培训并重的养老服务人
才培养培训体系。

九、中央首次对推动个人养
老金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推
动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个人
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这是中央
对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首次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预示着养老
保障体系第三支柱将进入全新
发展阶段。

新时期，在《关于规范和促
进养老保险机构发展的通知》文
件指导及试点地区经验基础之
上，进一步明确国家、单位、个人
不同主体的养老责任，加强养老
保险监管，提高养老金融市场供
给质量，促进多层次养老保险体
系建设，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可持
续发展。

十、大资本建立养老产业投
资基金，推动养老产业高效率布
局

我国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有
两种组织形式。 一是政府为主
导，一般由中央部委或省级政府
层面出资成立，再吸引金融机构
合作；二是完全由社会资本牵头
成立，完全掌握决策权，资本运
作和项目选择更加灵活。 医药企
业、险资公司是建立养老产业投
资基金最主要的社会力量。 社会
资本主导的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资金规模集中在 50 亿至 100 亿
元，投资领域实现“公司业务+养
老”，以医养综合体、养老社区、
大健康产业为主。 整体来看，大
资本建立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在
延伸企业产业链基础上，对整个
养老产业市场发展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12 大养老产业分类更加
具体，产业规模扩大，养老服务
能力提升，养老产业市场将呈现
百花齐放的繁荣场景。

2022 年养老服务业
发展趋势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65 岁
及以上人口 1.91 亿，占总人口的
13.5%， 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
段”。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 3
亿，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在
“十四五”专项规划引领下，2022
年养老服务业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 、六级书记抓养老 ，实施
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将呈现
新格局

2022 年是全面实施“十四
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新时期养老服务
工作，各级党政领导将养老工作

列入重要日程，形成“总书记-省
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乡镇党委书记-社区书记” 六级
书记抓养老的工作机制，必将在
全国形成落实积极老龄化、健康
老龄化战略， 建立层层有责任、
事事有人抓、养老工作全面动态
评估的为老服务新格局。

二、统一老年人能力评估国
家标准，推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更高质量发展

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是开
展精准养老服务的基础，也将促
进养老服务质量提升，提高养老
服务人员专业能力。 2022 年，我
国将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规
范》国家标准出台，健全老年人
能力评估制度，完善全国统一的
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部署。 同
时，依托老年人能力评估，推动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
明确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制定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实现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制度全覆盖，推动长期
照护服务体系更高质量发展。

三 、养老服务设施 、服务供
给 、服务监督下沉 ，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供给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2022 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更加注重从“需求侧”出发，推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服务供
给、服务监管下沉，织密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网络，创新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模式，将进一步提升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养老服务设施下沉”将推动
老年、儿童、残疾养老服务设施一
体化建设， 建立综合性养老服务
中心，提升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率。

“服务供给下沉”将推动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化， 建立社区
养老服务联合体， 完善社区志愿
服务网络， 推动社区资源整合高
效利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服务监管下沉”将推动养老服务
效能标准化建设， 建立社区养老
服务供给准入机制，及时评估、改
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四 、以事业带产业 ，推动养
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

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
开，养老服务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央企、国企、险资、地产等大
资本积极布局养老项目，投身养
老服务领域， 激活养老服务市
场。 2022 年，北京、重庆将全面推
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北京首次
将“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纳
入政府工作报告，为老年人长期
照护权益保障提供政策支持，进
一步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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