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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老龄化的紧迫形势与
经济转型的需求 

 

一个隐藏的超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年人口增长趋势 

     2013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2亿，占总人口比重14.9%，

2005-2012年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33%。 

图1：2005-2012全国老年人口增长趋势图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3年中国老年人数据：世界之最 

• 60岁以上老年人口——2.02亿人； 

• 65岁以上老年人口——1.32亿人，占总人口的9.7%，
年均增长300万人；  

• 80岁以上老年人口——2300万人； 

• 失能老年人口——3750万人； 

• 慢性病老人——0.97亿人； 

• 贫困和低收入老人——2300万人； 

• 空巢老人——0.99亿； 
• 农村留守老人——5000万人。 
• 数据来源：《中国老龄事发展业发展报告（2013）》与2013年国家统计公报 



 2015年预期老年人口 

 

 

图2：2015年中国预期老年人口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各省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与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空巢化率 

图3：中国城乡老年空巢化比率（2000年-2050年） 



老年人的服务市场需求：一个巨大的市场 

• 一般推算：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8022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625元。 

 

• 如果老年人人均消费生支出为1万元，则整个市场为2万亿
元；客观上会更多一些； 

• 而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需求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部分需
要照料，还有失能半失能老人，尽管会有重合，但1000
万护理人员够吗？护理的刚性需求是多少亿元呢？ 

 

• 与日本比较：绝对量巨大，1.3亿65岁以上人口多于日本
人口，2300万80岁以上人口更是如此 

 



 

    

人均GDP持续增长 

图4:2000-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趋势图 

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88万亿元，
人均GDP超过6700美元。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日、韩服务业历史水平比较 

• 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与
1975年的日本和1989年的韩国相似； 

• 社会服务业方面在产业结构的份额比例：
日本1975年为56%，韩国49%，中国
2011年为43.3%； 

• 就业人数占比：日本50%左右，韩国
1989年45.3%，中国2010年为34.6%。 

• 中国社会服务业需要全面发展。（2013年7月24日

《新京报》） 



中国社会的紧迫需求 

• 一方面，需要经济转
型，特别是向社会服
务业转型；因为，直
到2013年，中国第三
产业的就业人数占
38.5%，总产值占
46.1%，还没有赶上
1975年的日本 

• 另一方面，中国也急
需通过产业转型来满
足养老服务的巨大需
求，解决基本的社会
问题 



二、中国老年保障的进展： 
养老保险的普及与服务的转型 



中国老年生活的保障格局 

• 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
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分别管理。直到2014依然延续。 

• 拥有城镇户口能够参加工作的规定男60岁女55退休并领
取养老金 

• 农业户口原来只能依靠家庭养老，2009年开始建立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政府保证每个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
每月得到55元基础养老金 

• 医疗保险同样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两类制度 

• 中国对贫困人口建立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以及城镇社
会福利院，覆盖人口为600万左右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079.htm


进步之一：城镇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九连涨 

地区 人均增幅 2013年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元） 

北  京 新增260元/人/月 2773 

天  津 新增205元/人/月 2085 

河  北 新增135元/人/月 —— 

内蒙古  —— —— 

上  海 新增310元/人/月 —— 

江  苏 新增200元/人/月 2015 

浙  江 新增230元/人/月 2321 

安  徽 新增151元/人/月 1650 

山  东  —— 2100 

河  南 新增171.49元/人/月 1764.39 

广  西 —— —— 

海  南 新增153元/人/月 1661 

重  庆 新增180元/人/月 2060 

陕  西 新增186元/人/月 2046 

甘  肃 新增176元/人/月 —— 

青  海 新增210元/人/月 2285 

宁  夏 新增186元/人/月 1971 

表1：2013年部分省市养老金调整办法 

    2014年1月，国务院决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继续按10%的增幅提

高.2012年全国企业参保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721元，2013年人均

达到1900元，2014年可超2000元。 



进步之二：新型农村与城居社会养老保险建
立并合并 

• 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
署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 2011年12月底，纳入国家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
称新农保、城居保）试点地区参保人数共计3.265亿人，其中60岁以下
参保人数2.372亿人，领取待遇人数8921.806万人。加上地方自行开展
试点的地区，参保人数共计3.64亿人，其中60岁以下参保人数2.612亿
人，领取待遇人数1.033亿人。 

 

• 2011年1至12月，国家试点地区新农保、城居保基金累计支出587.69亿
元。 

• 2012年，因为召开党的十八大，新农保和城居保实现了全覆盖。 

• 2014年2月，新农保与城居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进步之三：新农合的发展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
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 

• 201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筹资方法为：各级财政对新农合和居民医保人均
补助标准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40元，达到320
元。其中：中央财政对原有120元的补助标准不变，
对200元部分按照西部地区80%和中部地区60%
的比例安排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
例补助。农民和城镇居民个人缴费标准在2013年
的基础上提高20元，全国平均个人缴费标准达到
每人每年90元左右。 

http://baike.baidu.com/view/96413.htm


新农合的报销办法依旧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付设立起付标准和最高
支付限额。 

• 医院在起付标准以下的住院费用由个人自付。超
过起付标准的住院费用实行分段计算，累加报销
，每人每年累计报销有最高限额。 

• 住院报销范围的一般范围：A、药费：辅助检查：心脑电
图、X光透视、拍片、化验、理疗、针灸、CT、核磁共振
等各项检查费，限额200元；手术费（参照国家标准，超
过1000元的按1000元报销）。B、60周岁以上老人在
兴塔镇卫生院住院，治疗费和护理费每天补偿10元，限
额200元。报销比例：镇卫生院报销60%；二级医院报
销40%；三级医院报销30%。 

 



进步之四：高龄津（补）贴逐渐普及 

图5:2007-2011年高龄津（补）贴覆盖范围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13年，高龄津（补）贴实现18个省份全覆盖。 



高龄津（补）贴普及情况 
• 2013年，全国已有18个省市实现了高龄津贴制度全覆盖，并且实现按月发放。目前，北

京、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省市出台了省级政策规定

并明确补贴标准。 

• 全国高龄津贴政策在发放办法上采用按照年龄分段进行，主要为70-79

岁、80-89岁、90-99岁、100岁以上4个年龄段。目前，中国的高龄

津贴主要面向对象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实现70-79岁年龄段补贴的有

天津、青海、广东省广州市和东莞市、陕西西安等地，发放标准多为30

元/人/月。 

• 高龄津贴制度的普惠性质明显，但补贴标准差异较大。例如，针对80-89岁老人的补贴金

额，各省市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30元到255元不等，针对百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金额也从每

人每月100元至600元不等。 



进步之五：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的改造 

•  案例：贵州省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全省新建、改扩建
７５０所敬老院，新增床位６万张，每年新建、改扩建敬老
院１５０所以上，新增床位１.２万张以上，在全省农村基
本建成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五保供
养服务机构网络，初步满足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供养需求，
并逐步开展对农村其他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供养服
务。 

•  贵州省要求各地要建立敬老院建设资金保障机制。按每张
床位省级不低于１万元、市（州、地）级不低于５０００元
、县级不低于１万元的标准筹集敬老院建设资金。同时，加
大福彩公益金的投入力度，市（州、地）、县两级每年要将
５０％以上的本级福彩公益金用于农村敬老院建设。 

 



农村敬老院与城市福利院的改造 

  类     别 2000年 2005年 2012年 

单位数（个） 40491 42487 48078 

其中：城市 14915 12806 15291 

         农村 25576 29681 32787 

床位数（万张）   113.0    180.7     449.3 

其中：城市     57.4      91.2     188.3 

         农村     55.6      89.5      261.0 

收养人数（万人）     85.4     123.6      309.5 

其中：城市     42.6       55.7      109.5 

         农村     42.8       67.9      200.0 

引自《2013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养老保险与福利的发展趋势 

• 养老保险全面普及：7400万退休人员！1.3亿人口被城乡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 老年的专项社会福利已经启动并不断增加； 

 

• 老年护理逐步提上日程，青岛试点护理保险！ 

 

• 针对老年人护理服务的政策正在逐步破题。 

 

•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验建立养老护理类别的保险项目！ 



2013年1-12月中国社会服务费
实际支出  3655.9亿元  

• 救灾支出                    121.3 亿元  
•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724.5 亿元         
•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841.9 亿元    
•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支出     73.9 亿元       
•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支出   100.4 亿元 
• 城市医疗救助支出           57.1亿元 
• 农村医疗救助支出         120.7 亿元     
• 抚恤事业费支出            509.8 亿元 
• 社会福利费支出         136.4 亿元 

（据民政部2013年第四季度报表） 



总体上，中国社会服务支出情况是：基本
生活为主，中央财政以支出中西部为主，养
老保障还是处于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的体制
阶段 

• 2013年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总体支出
4276.5亿元，比2012年增长16.1％，占
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3.1%。中央财政共
向各地转移支付社会服务事业费为
2149.7亿元，占社会服务事业费比重为
50.3%。（据民政部2014年6月公报） 



三、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阶段： 

从硬件到软件的体制性转型 



硬件为主：养老床位建设进展 

    
    

    

 

    2013年末全国拥有养老服务机构4.5万个，床位500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25张. 2005-2012年，中国养老床位平均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30余万张/年。 

图6:2005-2012年中国养老床位增长趋势图 

数据来源：民政部1995-2012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城乡养老床位分布 

图7：2011年末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分布比例 

    2012年末，在全国各类社会服务的449.3万张床

位中，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所占比例达58%，城

市社会服务机构床位占42%。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地方养老床位建设进展 

图8：2012年末地方养老床位建设进展 
数据来源：民政部网站2012年四季度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 



地方养老床位缺口 

 

 

图9：各省市养老床位缺口图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床位缺口超过10万张以上的省份达到13个，其

中缺口超过20万的有4个省份，分别是河南、山东、四川和广东4省。 

数据来源：民政部网站2012年四季度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 



社区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建设进展 
（全国共有68万个村委会和居委会） 
   

    

数据来源：2008-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图10：全国日间照料中心建设进展 



养老机构职工配比 

图11：2011年末各省市养老机构职工与老人比例 

    2011年末，全国共有养老机构40868个，年末职工人数为293409人，年末

在院老人数2567853人，养老机构在职职工与老年人比例平均约为1:10。城市

此比例普遍高于农村。还没有达到1：3！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养老机构职工学历与年龄分析 

图12：2011年末全国养老机构职工学历分布 图13：2011年末全国养老机构职工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全国养老机构数据 

类 别 单位数 
（个） 

年末职工人数 
（人） 

年末床位数 
（个） 

年末在院人数 
（人） 

增加值合计 
（万元） 

总数 40868 293409 3421682 2567893 928005 

城市 5616 80737 630206 387673 177139 

农村 32140 152248 2419473 1924820 346097 

社会福利院 1597 39457 271930 190219 272016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表2：2011年末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统计数据 



中国养老服务的基本结构 

• 中国依然还是按照城乡身份管理的社会，刚刚建立起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养老护理迅速提上日程！ 

 

• 政府的重点在推动床位建设：尽管存在较大不平衡，
“9073”的床位发展目标在一些地方已经逐步基本达到； 

 

• 护理照料的需求正在紧迫地摆上日程； 

• 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将会日益发展； 

• 症结在于，缺乏专业的养老护理学校，缺乏合格的护理人
员，更缺乏养老护理工作的适宜管理与开发体制。 



四、中国宏观养老产业政策： 
以养老服务为重点的政策转型 
2013年为养老服务转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2012年12月28日颁布； 

• 2013年7月1日实施 
• 从6章50条扩展到9章85条；新增社会保障、社
会服务、社会优待、宜居环境等章节； 

• 社会服务提上日程! 

• 一个新的法律与政策大纲！ 

• 新的战略机遇！ 

 



重点一：养老服务的政府投入 

•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
人服务需求，逐步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入。 

 

•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
面采取措施，鼓励、扶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
人兴办、运营养老、老年人日间照料、老年文化体育活动
等设施。 

 



重点二：土地的优惠 

• 第四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老年人
口比例及分布情况，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及所
需物资。 

 

•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
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用途。 

 



中国政策基本走势 

• 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 

• 民政部2012年7月发布《关于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
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 

• 2012年，民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支持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合作协议》，每年约提供100亿元的融
资支持； 

•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民政部扩大彩票公益金投入养老的比例； 

• 民间组织的逐步开放！ 

 



2012年福彩使用情况 

图14：2012年部分省市福彩公益金支出情况 

    民政部和地方要将福利彩票公益金每年留存部分按不低于50％的比例
集中使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民办养老机构的鼓励政策 

省份 
床位建设补贴 
（元/张） 

时间 省份 
床位建设补贴 
（元/张） 

时间 

北京 8000--16000 2008年 湖北 500--1000 2012年 

天津 2000-3000 2012年 湖南 3000 2011年 

河北 1500 2012年 广东 3000-5000 2012年 

山西 1000 2012年 广西 1000--3000 2012年 

内蒙古 6000 2013年 海南 2500 2012年 

辽宁 6000—7000（大连） 2012年 重庆 2000--4000 2012年 

吉林 1200-3000 2012年 四川 10000 2011年 

黑龙江 1000 2011年 贵州 2000—3000 2012年 

上海 10000 2011年 云南 1000 2011年 

江苏 3000-10000 2012年 西藏 -- 

浙江 1000-6000 2011年 陕西 2000-3000 2011年 

安徽 1200--5000 2012年 甘肃 5000（兰州） 2012年 

福建 2500-5000 2012年 青海 5000 2010年 

江西 2000 2011年 宁夏 5000 2012年 

山东 4500—6500 2012年 新疆 5000 2012年 

河南 1500--3000 2011年 

中国养老机构建设床位补贴情况 

北京最高为16000元，其次上海和四川均为10000元。 

 



中国养老服务结构的三大脱节 

• 当前养老服务业存在着三个脱离： 

• 一是老年人口与社区还缺乏连接，全国缺乏有效
的养老需求普查 

• 二是养老机构与养老人口的政策之间缺乏有机联
系，民办养老机构的支持政策落实困难 

• 三是养老与护理脱节！民政部门管理基本生活型
的养老，卫生部门管理医疗型的护理；养老护理
如何发展？ 



中国养老服务政策面临着突变 

• 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当矛盾日益紧迫以
后，完全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进行较大
的体制调整 

• 中国2013年的财政收入已经近13万亿人民
币，银行的存款总额超过107万亿元 

• 老龄化压力、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投资和
财政结构调整可能形成一个大的社会行动 



五、中日养老服务合作前景 

展望：技术与产业的合作 

初步的合作机制建立，但项目拓展还需要具体实
施：中国养老产业联盟建立，中日养老交流会议
在北京举行，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在中国探索建立
合作伙伴等，但需要建立中日养老产业联盟并形
成工作机制 



中国需要日本养老服务业的进入 

• 养老服务是一种文化和较大的体制与技术，中国很难在
短期内实现文化与体制与服务技术的转型！ 

 

• 中国的三重障碍：一是畏惧福利；二是认为养老护理是
家庭而不是社会责任，是孝道而不是专业；三是缺乏尊
重和开发养老技术的社会结构！政策以硬件为主而不是
以软件为主！ 

 

• 如果日本养老产业较为系统地进入中国，完全可能会快
速提升中国的养老服务业！ 



养老服务业是社会体制改革重要部分 

• 中日养老服务业的合作，将促成中日两国文化与
社会的深度融合，为巩固中日友好关系奠定稳固
的基础！ 

 

• 完全可能会创新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文化！ 

 

• 但需要立体性合作而不是平面合作，需要知识界
的深度专业规划！需要产、官、学的链条对接。 



中国需要学习日本老龄化社会的应对方式 

图15：日本家庭看护服务市场占有率（沈洁教授） 

    在日本家庭服务市场，社会福利法人、盈利法人和
医疗法人是市场的三大主体：日本养老的民营化 



如何进行中日养老服务业交流与合
作的顶层设计？ 

• 需要建设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 需要建立中日养老实业界的合作机制！ 

• 中日养老产业联盟需要建立！ 

• 年度对话：已经建立，需要维护！ 



中日养老服务业的合作
模式需要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