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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ing era, China’s pension model began to shift from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to social pension. “Old and healthy, old and happy” is an ideal life in old 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old-age service system proposed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is based on
the home, relying on the community, and supporting the organization. The “Five-Five” plan furth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old-age service system,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 the home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of the
old-age care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pension is not only a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model,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China
needs to increase institutional pensions and develop socialized aged care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family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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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老龄化时代的来临，我国养老模式开始由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是理想的晚年生活，“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思路是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
托、以机构为支撑，“十三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
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机构养老不仅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
撑。我国需要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增加机构养老，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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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重大战略性的问题[1]。
传统孝道文化是支持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主要文化体系，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不断转型变迁以及
不同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我国养老模式出现了由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
模式转变。但我国机构养老起步较晚且我国对于养老模式的研究注重于应用研究而缺乏理论研究，70 后
至 90 后所面临的 421 家庭模式使得家庭养老压力重重。即使我国于 2015 年开始逐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但城市中 421 家庭模式仍是当前准老人以及即将迈入老年人队伍的 60 后，70 后所在的家庭结构。正是
基于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具有现实必要性及局限性的城市机构养老亟待发展。

2. 城市机构养老的现实必要性和局限性
2.1. 城市机构养老的现实必要性
1) 减轻家庭养老压力。在人均寿命增加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多为核心家庭
和主干家庭[2]，421 或 8421 模式的家庭结构导致家庭养老压力巨大，相伴而生的也会出现诸如空巢老人
现象与“候鸟”老人现象等影响家庭和谐与社会安定。2) 提供专业化及定向服务。家庭养老是基于中国
传统的孝文化及情感需求的传统养老模式，其对于农村留守老人、城市空巢老人的情感寄托会有一定的
帮助，但对于失独老人、失能老人以及“候鸟”老人很难提供专业化及定向服务，而机构养老则会弥补
家庭养老在专业化及定向服务方面的欠缺。3) 代际间的移情与共鸣。70 后与 80 后正处于或即将步入上
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期，尤其是 70 后所面临的家庭养老压力是巨大的，70 后对于自己的养老模式选择将
会更为多元化，从而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将会有所增加。

2.2. 城市机构养老的局限性
1) 养、护、医、娱四类服务分离。养老机构涉及多种类型，但每种类型的养老机构提供的养、护、
医、娱四类服务很少形成一个闭合的完善循环系统。“医养结合”是当前养老产业的发展趋势之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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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解决老年人把医院当做养老院而使得医院床位不足，老年人在家与医院间来回奔波等问题。2) 社
会关系资源利用率低。我国养老机构资源利用率及入住率低且缺口很大，目前我国多数的民办养老机构
是通过个人或组织利用社会资本投资经营[3]。

3. 机构养老的发展现状
国家统计局数据记录我国 65 岁以上人数由 2011 年的 12288 万涨到 2016 年的 14933 万，老年抚养比
由 12.3%上升为 15%，目前我国的总抚养比为 37.9%。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状况与巨大的养老压力推动了
机构养老的产生与发展。
《2017-2023 中国人口老龄化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预测报告》中指出，全世界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数量已达 6 亿。通常国际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
《2018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及 2018 年人口走向分析预测》中的数据表明，截至 2016 年底，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超 2.3 亿，占我国总人口的 16.7%；65 岁以上老年人超过 1.5 亿，占我国总人口
的 10.8%。其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 4000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18.3%，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 51.3%
[4]。
我国老龄化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等明显的态势，与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
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我国养老问题异常严峻。老龄人口的数量巨大，且中国现阶段多为独生子女
的家庭结构，机构养老将成为多数老人安享晚年的不二选择。
机构养老不仅是一个民生的话题，更是一个民生的热点。据民政部 2017 年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153,590 个，比上年增长 9.7%，民办养老机构 1.25 万家，
同比增长 7.8%，所有养老机构中注册登记的有 28,710 个，与上年持平，注册比仅 18.7% [5]。各类养老
床位合计约 730 多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1.6 张，较上年有小幅上涨[6]。

4. 机构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基于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走访以及现状了解总结我国机构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对于
民办养老机构而言，现存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资金补贴不足，另一个是国家扶持政策落
实不当。除此之外，还有宣传力度不足，研究与实际脱轨等问题。

4.1. 国家资金补贴不足
国家资金补贴问题会对养老机构各项设施的建设以及入住老人的居住水平、享受的服务水平产生直
接的影响，会影响到多元化养老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专业护理服务人员的数量与质量，也会影响到民办
养老机构的入住率。
4.1.1. 影响机构设施及服务水平
一般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补贴是按床位计算，每月一张床位自理老人是 50 元，半自理老人是 80
元，不能自理老人是 100 元，而平均养老机构的收费一个老人每月是 1500~2000 元，护理人员的月平均
工资是 1000~2000 元，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4000 元左右。对于 421 家庭而言，如果需要托送 4 位老人且夫
妻双方均为在职人员，除去入住养老机构费用几乎没有多余的费用用于其他开支，而对于养老机构而言，
除去护理人员的工资、机构设施建设包括问题娱乐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以及部分养老机构需要缴纳的房
租，剩余的国家资金补贴对于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良好运营是不够的。适度提高的政府资金补助，有
助于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服务范围的扩大，进而满足入住老人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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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影响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
养老机构入住率低是我国机构养老普遍存在的问题。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一般在 40%上下浮动，
公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虽然也不高，但普遍要高于民办入住率，其中收费问题是关键[7]。后者由于国家
资金补贴少于前者，因此在机构设施建设方面不如前者。养老机构设施建设、服务水平的完善提高会在
更大程度上影响到养老机构的入住率，根源是国家资金的补助不足问题。

4.2. 国家扶持政策落实不当
国家扶持政策的落实会影响到养老机构管理的科学化、一致化、完善化。随着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
社会，我国对于养老产业愈发重视，颁布实施了很多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政策和意见，2010 年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落实优惠政策，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立并逐步
完善高龄老人津贴制度；2015 年民政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指出探索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在实际了解中却发现银监会与国家扶持政策不能对接，如民办非
营利社会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无法进行贷款。

4.3. 宣传力度不足
早期养老机构的宣传主要以报纸刊登、电视传播、传单发放为宣传形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发
展，养老机构的宣传方式也有所改变，目前绝大多数养老机构的宣传方式以网络宣传为主，同时辅以入
住老人亲友推荐、依靠口碑等宣传形式。对于民办养老机构而言，资金匮乏问题也会影响到宣传力度。

5. 机构养老发展对策及其发展趋势
5.1. 机构养老发展对策
5.1.1. 合理应用 PPP 机制，建立多元投资主体发展模式
国家资金补贴不足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期时间内得到解决的问题，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老年人的入住需求不同，除去完全由国家负责支付入住费用的“三无老人”外，失能老人、留守老人、
空巢老人、“候鸟”老人和自理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结构不同而有不同的入住支付水平，国家资
金补贴应根据实际入住老人的情况决定。但国家投放于公共事业的资金有限且具体落实情况各个省份地
区是不同的，很难达到兼顾各方面的补贴标准。因此要想缓解养老机构资金匮乏问题需要建立多元投资
主体发展模式，采取多方投资资助的方式，应用 PPP 机制。PPP 管理机制具有融资功能，且能将合作双
方的经济风险降低，达到社会综合效应的最大化。
PPP 机制具有两种功能，一是融资功能，二是职能外包功能。PPP 机制的融资能力体现在基础设施
建设行业，2004 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建项目中，私人资本的投资贡献率达到了 44%，而养老机构的资金
匮乏直接影响到机构设施建设，因此采用 PPP 机制吸引私人资本投资有助于弥补国家资金补贴不足的问
题。
5.1.2. 落实对机构养老多元化需求的针对性满足
通过扩大养老机构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来提高老年人及其子女对机构养老的认可度，这就需
要政府完善自身的监督职能，定期对全市各养老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养老
机构的政策优惠和统一的管理制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适合全市机构养老发展的长远规划，
提高机构养老的公共资源利用率。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8]。
也就是说，未来数年，机构养老服务床位近半的市场供给的任务依然通过直接提供工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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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建立体现人文关怀的社会养老体系，扩大入住老人的支持网络
机构养老是养老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机构养老发展的目的绝不是用机构养老去替代其他养老
模式，而是综合适合的养老模式共同担负起社会养老的责任。根据此次调查显示，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等不同代人们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要大于机构养老，主要原因是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以及目前
机构养老发展的不完善导致社会对机构养老认同度不高。

5.2. 发展趋势
5.2.1. 民间社会资本利用加强
政府应对各类养老机构一视同仁，进行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注重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投资与补贴，进
一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形成资金投入运营的良性循环。国家可通过社会福利拨款和社会集资对
养老机构直接投资，也可以实行奖励制度，定期划拨一部分资金，奖励运行良好且具有示范作用的养老
机构，不仅可以起到完善养老机构的带动作用，还可以将资金用于培训专业的护理人员。
5.2.2. 建立民办养老机构行业协会
目前民办养老机构之间是没有交流合作的，各个养老机构的管理制度，经营模式都是根据自身的经
营实际总结而来，为了政府可以了解实际的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状况与需求，建立民办养老行业协会将
会在政府与养老行业直接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养老行业协会为各个民办养老机构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
包括服务标准、价格标准及监管制度等并及时将养老机构发展的状况反馈给政府，以更好地解决实际存
在的养老机构发展问题。
5.2.3. 多种养老模式相结合，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除了养老机构外，存在很多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小型居家式的托管中心。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如滴滴打车、微信支付等网上服务支付模式可应用于养老服务行业。中国第一家“0 元养老”机
构是基于居家生活服务平台“星光管家”的一种商业模式，能够减缓子女的生活压力，降低用户费用。
同时“候鸟”式机构养老新模式也是养老机构发展的显著趋势。在养老机构选址方面要考虑老人对于环
境的基本需求，这也是适合建设发展“候鸟”式养老机构的原因。
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当前中国的家庭结构状况，老年人的不二选择就是进入机构养老。
从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结合当今中国养老院本身的现状，中国未来养老机构的发展一定要兼顾营
利性和公益性，在收费标准上进行合理的调整，服务形式多样化，不断提升养老院机构的软实力，满足
老年人情感和精神需求。各类养老机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养老上升到尊老爱老，这也是提升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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