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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

张思锋

［摘  要］ 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经历了国家福利性供给、社会多主体供给、市场多元化供给的发展

历程。为了适应健康、半失能、失能老人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多样化养老服务需要，

在国家主导和行政推动下，逐步形成自给性、福利性、非营利性、营利性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面对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养老服务体系必须顺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构建有效的养老服务供求、价格、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建设养老服务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高效规范的营商环境、

公正监管的法制秩序等制度供给与制度执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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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养老服务的福利性、社会化、市场化发展轨迹

中国社会养老服务起步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需求变化，

我国养老服务经历了国家福利性供给-社会多主体供给-市场多元化供给的发展历程。

（一）起源于国家福利性供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安置流离失所人员建立的城镇收容机构，逐步演变出地方政

府举办的收养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孤老残幼社会福利机构。1956 年黑龙江省开办了中国

第一个农村无子女供养人员敬老院。a1964 年，全国福利机构共收养 7800 名残疾老人与 16500

名精神病患者。1978 年全国建立福利机构 8365 家，收养 14 万老年及残疾人。1979 年，社会

福利院开始接收科技工作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孤独老人。b1978—1999 年，全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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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床位从 15.7 万张增长到 102.4 万张；其间，1984 年，城镇福利院接收自费对象 1.28 万人，

1994 年，仅敬老院接收自费对象 8000 人。a

（二）发展于社会化与市场化改革

21 世纪起始，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迁移；随着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年轻人就业半径由区域向全国、由国内向国外不断延伸；

农村人口空心化严重，留守老人数量剧增；城市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现象普遍。家庭规模小

型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迅速膨胀。单纯依靠政府和社会提供福利性

养老服务，或者部分自费型机构养老，远远不能应对快速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长

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脉养老服务发展进

程中的突出问题，适时调整工作重点，完善政策措施，有效推进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国办发〔2000〕19号文件《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

针对长期以来社会养老归属社会福利，由国家和集体包办，资金不足、机构少、服务水平低等

问题，提出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要求在不断加大投入，“为城乡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赡养人的老年人和生活困难老年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服务”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多形式、多渠道参与老年社会福利事业”；探索“以国家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示范、其他多

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居家供养为基础”的多主体供给

的社会化网络。各地除了市、县、乡（镇）出资开办的专门收养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福利性养老

院之外，企业、社会组织和街道办、社区、农村也开办了一些政府资助，企业或者集体出场所、

出资金，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大中城市福利机构也开始转化出收养自费老年人的“产

业化方向”“市场化运作”敬老院。b

国办发〔2006〕6 号文件《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的养老服务业一词；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

补充的服务体系”。针对“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照顾、精神慰藉、心理支持、康复、护理、临

终关怀、紧急救助等方面呈现出日益增长的需求”，要求以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

市场推动为原则，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

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

国发〔2013〕3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针对“养老服务

和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要求“把不断满足老年人

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政府作用，激发社会活力，满足多样化

养老服务需求，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作出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

设非营利性养老机构、重视农村养老服务、繁荣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推进医养结合等部署；提

a� 董红亚：《中国特色养老服务模式的运行框架及趋势前瞻》，《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 4 期。

b� �董红亚：《中国特色养老服务模式的运行框架及趋势前瞻》，《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 4 期；王振耀：《社
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年，第 12 页。



·131·

社�会�保�障�评�论第 5 卷第 1 期 Vol.�5,�No.�1

出投融资、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资金补贴、人才培养、就业、公益慈善支持等政策措施。

国办发〔2016〕91 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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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肯定养老服务发展成就的同时，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和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我国养老服务“仍然面临供给结构不尽合理、市场潜力

未充分释放、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要求通过“深化改革，放开市场”，发展营利性养

老机构，“将养老资源向居家社区服务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倾斜”，“培

育发展小型化、连锁化、专业化服务机构”。

国办发〔2019〕5 号文件《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针对“养老服务市场活力尚

未充分激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提出打通“堵点”，

消除“痛点”，破除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的障碍，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

务体系，使社会有效投资明显扩大、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养老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并

将 28 项具体任务，逐一落实到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三）初步形成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

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发展养老服务理念、政策、措施的导引、推动下，中央政府各部

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紧密结合实际，纷纷出台具有操作性的法规、政策、措施，积极动员、率

领社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初步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

90% 以上老年人选择的居家养老、家庭服务、社区服务获得高度重视与实质性进展。

“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五年共投入 50 亿元支持全国 203 个地区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各地积极实施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护条件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养老机构入社

区、开办家庭养老床位成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建设内容；“平台 + 终端 + 精准”的

“互联网 +”智慧养老服务新模式不断涌现，居家老人足不出户即可享用“助餐、助娱、助养、

助医、助洁、助浴、助购、助急……”全方位上门服务；老年人参与其中，形式多样的文、体、

艺、旅适老文化活动层出不穷。

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引领城乡养老服务健康发展。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在确保兜底服务的公

益性基础上，构建“委托管理”等市场化运营机制。定位基础性服务的公建民营、民营公助、

社会资本投资的养老机构，在实现机构数量扩张、床位数量增长的创业过程中，适应多样化养

老服务需求，优先满足特困供养人员集中供养需求和其他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

人服务需求。以泰康、人寿为代表的大型企业集团瞄准高端养老需求，引入发达国家养老服务

理念、商业模式、服务技术、服务标准、医养康养融合等，建设高端养老社区，开办高端养老

机构，在项目、内容、技术、标准等多方面开阔了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视野，提供了可供参考

的示范与样板。�

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得到重视与提升。涉农县（区）养老服务平台、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

邻里互助养老大院、日间照料或托老中心等在全国各地农村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建设与发

展，在保障农村特困老人集中供养需求的同时，也积极为低收入、高龄、独居、残疾、失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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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家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上门服务。利用闲置农村办公用房、废弃仓库、校舍等举办农村

文化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农家书屋、健身场所等，推进了农村尊老、敬老活动，一定范围内

丰富了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从国家福利性供给，到社会多主体供给，再到市场多元化供给的我国养老服务发展轨迹，

显示出国家主导，行政推动，社会、市场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特征。第一，其基于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的中国老龄化急切到来引发养老服务需要急剧增长的社会现实；第二，其符合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规律。市场在养老

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

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

依据民政部和国家标准委关于老人自理能力的分类，我国老龄人口可以分为生活能够完全

自理的健康老人、生活能够部分自理的半失能老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三类养老服

务需求主体。依据老年人的生活居住地，我们把老龄人口养老方式区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

两类。依据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主体，我们把养老服务区分为家庭服务、社区服务、机构服务

三类。依据养老服务的市场化程度，我们把养老服务区分为自给性、福利性、非营利性、营利

性四类。依据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我们把老龄人口区分为极端困难、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

入四类。如图 1 所示。

图 1  老龄人口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结构

二、养老服务多样化需要与有效需求

（一）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健康老人养老服务需要

半数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活动为家庭、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a 我国老

a� 谢立黎等：《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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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才的专业领域分布广泛，因年龄因素，体力、耐力可能稍逊于年轻人，但是，在运用知识、

经验、智慧、策略的脑力劳动方面，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a 老年人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

重要的是自身价值的实现。b 一是健康老人操持家务、照顾孙辈、照护半失能、失能配偶的家

务劳动，属于自给性的不计价格、不计报酬的非商品化服务劳动，其劳动价值往往得不到社会

和家庭成员的理解或承认。城镇职工延迟退休或再就业为社会提供有酬劳动，农村老人继续务

农、打工以支持或补贴家用，属于为社会提供的具有市场交换性质的商品生产或服务劳动，需

要获得与其付出、贡献相匹配的报酬。二是健康老人需要社会提供方便可及的文化、体育、娱

乐等公共设施与服务；便捷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活设施和服务，助医、助购、助行、

人身财产安全等保障和服务。三是健康老人需要来自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尊重、自我实现的社会

参与、社会交往、获得相应的政治待遇；安全、和谐、卫生、清净的活动氛围与生存环境。

（二）生活能够部分自理的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需要

以西德尼·卡茨（Sidney�Kartz）最先提出并被普遍采用的ADL量表衡量，c在吃饭、穿衣、

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六项日常活动中，不能独立完成 1—2 项、3—4 项、5—6 项

活动的老人分别被称为轻度、中度、重度失能老人。我们把轻度、中度失能老人称为半失能老人。

2015—2019 年，我国失能老人数量从 4063 万人增加到 4608 万人，平均每年递增 3.20%；d 其

中半失能老人从 1845 万人增加到 2092 万人。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需要，一是对助餐、穿衣、

洗澡等不能自理时的照护需求；二是在听觉、视觉等功能健全，思维清晰的状态下，对他人话语、

周围环境、相关信息特别敏感，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多疑或行为上的异常，从而具有倾诉、被重视、

被尊重的需要。

由此，半失能老人对来自家人与社会的关爱、帮助、照护有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依赖。

半失能老人是无法独居的。与子女同住的半失能老人，起居、用餐、洗漱、清洁等日常生活仍

然需要子女关注、协助或帮助。与配偶同住的半失能老人，配偶是健康老人情况下，可能得到

相对尽心的生活照料、疾病护理服务，同时也需要专业人员的上门服务。由于更容易关注身体

的各种不适反应，半失能老人遇到的共性问题之一，是被诱导过度医疗或不适当消费或金融诈

骗。半失能老人，最好选择具有良好设施和有效服务的专业养老服务机构。

（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重度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需要

多数重度失能老人，长期卧床，无论白天或夜晚，需要家人或护工的关注、照护与慰藉，

至少需要视频条件下的远程监护。他们最大的需要是得到照护。他们是老龄社会中最弱势的群

体，也是养老服务对象中的关键群体。

一般来说，家庭很难为重度失能老人提供全面有效的养老服务，他们应该入住养老机构，

接受更为专业的起居、餐饮、漱洗、洗澡、如厕等生活照料服务和诊疗、护理、康复等医疗照

a� �张思锋等：《基于多目标均衡分析的延迟退休年龄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b� 王莉莉：《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综述》，《人口与发展》2011 年第 3 期。

c� �张思锋等：《基于我国失能老人生存状况分析的养老照护体系框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

d� 张思锋：《中国养老服务：顺应趋势 把握规律 精准供给》，《福利中国》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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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服务；需要家人或他人精心的陪伴、周全的照顾、无微不至的帮助，以维护生存的体面和生

命的尊严。在他们生命即将终结时，也需要来自亲属、朋友、同事、白衣天使等真诚、温暖的

临终关怀。

（四）养老服务有效需求

养老服务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养老服务需要。以收入和家庭财产多寡衡量，我国老

年人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极端困难四类群体。高、中收入老年人，具有高、中端

养老服务需要。高、中端养老服务需要转化为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一是要有与需要相匹配、性

价比优越的养老服务供给；二是要有追求高品质老年生活的消费意识与财富观念。低收入老年

人，具有个体与社会两个方面提高和改善老年生活水准与老年生存质量的愿望，但是个人收入

与家庭财产的约束，社会能够提供帮助的量与质的限制，制约着养老服务需要向养老服务有效

需求转化。现阶段，我国还有一定数量低收入或缺乏固定收入来源的鳏、寡、孤、独、残、失能、

失智等极端困难群体，他们的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直接取决于政府帮助和社会支持的数量、质量

与可及性。

现有文献与笔者的先期调查表明，城乡 90% 以上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家庭收入相对

较低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的养老模式安度晚年。a 在拥有自有住房、本人与家庭成员

提供自给性服务情况下，以货币计量的居家养老成本远远低于机构养老成本。2020 年 8 月，我

们在西安某退役军人干休所调查时，谈到入住社会养老院问题，军休干部回答最多的是，“把

自己的房屋空着，住养老院，不划算”，“用住养老院的费用请保姆，绰绰有余”，“在家养老，

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用具，自己说了算。”当然，来自子女的家庭养老服务，也有机会成本，

即在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子女赡养老人的时间成本。b聘请保姆照料老人，除了经济成本外，

还有风险成本，很多子女为父母安排家政服务时最揪心的依然是“毒保姆事件”。

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老人脱离家庭氛围的社会、心理因素之外，具有决定

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家庭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接受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是收入较低老年人的�6.45

倍。c2013 年，有学者通过对 305 位入住雅安市医养结合机构老人的调查，核算出每位老人每

月的医养费用为1688元，其中护理费用810元；而当时全市退休老人养老金平均1443元 /月。d

黄惠在研究昆山淀山湖镇“离家不离村”养老公寓模式时，核算出包括房租、水电、杂费、人

工四项的每张床位运营费用 732 元 / 月。e 据对武汉某民营养老院的调查，2018 年协助照料区 2

人一间最低收费的床位费、服务费、餐费（普通餐）为 5000 元 / 人 / 月；专业照护区单人间专

护床位费、服务费、餐费（特殊餐）1—4 级分别为 8400 元 / 人 / 月、9500 元 / 人 / 月、10100

元 / 人 / 月、11300 元 / 人 / 月；记忆照护区单人间床位费、服务费、餐费（特殊餐）1—3 级分

a� 贾亚娟：《事实养老、养老成本对老人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 年第 1 期。

b� �李永萍：《家庭政治视角下的农村 “ 女儿养老 ” 及其形成机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c� 张文娟等：《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经济》2014 年第 6 期。

d� 卿粼：《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服务成本的统计分析和建议》，《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 年第 4 期。

e� �黄惠：《成本控制与多元共摊：高龄养老淀山湖镇模式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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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1000 元 / 人 / 月、12800 元 / 人 / 月、14500 元 / 人 / 月。此外每人收缴一次性安置费（含

试住费）1000 元，医疗保障金 10000 元；直系亲属同时入住，两人缴纳医疗保障金 2 万元。根

据武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数据，同期全市 134 万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 2525�元 / 月。a

在选择机构养老的文献中，有研究的结论是，广州 9.1% 的城乡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院；b

应以 10% 作为入住养老机构需求人数的上限；c 陈友华等测算出每百位老年人所需养老机构床

位数 2005 年为 2.15 张，�2025 年为 4.57 张，2050 年为 5.57 张；d 张丽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和 CSS2011 数据计算出，选择机构养老的生活能够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同口径老龄人口

的比例分别为 1.5% 和 12.9%。e 根据引文的叙述情景分析，这里的“愿意住”“需求”“所需”

的含义均指的是“需要”，不是“有效需求”。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入，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迅速增加趋势不可逆转。养老服务需

要转化为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的必要条件是，老龄人口群体、个人及家庭收入与财富不断增长。《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提

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在实现“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程中，边富边老的中、高收入退休老人的绝对量与

相对量将不断增加，低收入老年人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会呈现下降趋势；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特殊困难群体人数也会下降。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数量随之增加，养老服务需要向

有效需求的转化率必将日益提高。

三、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与供给有效性

（一）自给性养老服务供给

自给性养老服务是指本人及家人为居家养老者提供的非商品性服务。本人、配偶、子女、

其他亲属为居家老人提供的自给性养老服务，是当前我国居家养老家庭服务的主要供给形式。

老年人自我提供养老服务，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积极老龄化”和老年活跃理论，

是减轻社会、家庭养老负担的过渡型养老模式。生活自理能力、健康自我维护能力、经济自立

能力依次是自给性养老服务的核心、保障和后盾。f 对于多数老年人而言，家庭仍然是首选的

养老支持来源。g 有超过30% 的老年人希望能够自我养老。h 只要有人照料，失能老人还是倾向

a� 张若漪：《机构养老现状调研——以武汉市某区为例》，《智库时代》2020 年第 7 期。

b� �阎志强：《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17 年广州老年人调查数据的分析》，《南方
人口》2018 年第 6 期。

c� 许海燕等：《上海市区域养老设施需求预测 》，《城市问题》2014 年第 10 期。

d� 陈友华等：《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福利需求与前景》，《人口学刊》2011 年第 2 期。

e� 张丽萍：《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人口学刊》2012 年第 6 期。

f� 梅阳阳等：《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测评指标体系的建立》，《中国全科医学》2019 年第 11 期。

g� 田北海等：《城乡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农村观察》2014 年第 4 期。

h� 王冬华等：《402 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护理研究》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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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居家养老。有配偶的老年人接受机构照料的意愿只有单身老年人的 16.7%。a 配偶是精神慰藉

服务的一个重要提供者。b

对于健康老人来说，自给性服务是最合适的服务供给。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配偶、子女、

孙辈等为健康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过程，是数辈同堂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老年

人享有天伦之乐的重要内容。大多数情况下，自给性服务在家庭成员之间也是互动的、相辅相

成的。自给性服务还是一种增加家庭收入、积累家庭财富的增值性劳动，因为自给性劳动替代

了需要购买的服务。如民谚所云，“省下的就是挣来的”。

对于半失能、失能老人来说，自给性服务就复杂得多。半失能、失能老人本人无法提供自

给性服务。在就业半径越来越延长、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大多数子女无条件为父母直

接提供养老服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下，面对卧床不起的老人，子女中的不少人陷

入“事业人士”与“孝顺子女”的角色冲突。“久病床前无孝子”，事实上，子女几乎没有为

长期卧床双亲提供自给性服务的条件。调查显示，有 25.3% 的被调查半失能、失能老人享有子

女不同程度的生活照料；有 30.7% 的被调查半失能、失能老人有配偶陪伴。由于半失能、失能

老人生活照料的长期性与配偶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由配偶陪伴失能老人的家庭生活状况和

陪伴者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格外艰难辛苦。宝鸡市某社区�62�岁的李某，其丈夫 6 年前突发脑梗

半身不遂，由于每天为丈夫喂饭、洗澡、如厕、翻身等，一年后因心脏衰竭而病倒；咸阳某农

村�75�岁的刘某，照顾全身瘫痪的丈夫7年多，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还要做小工补贴家用，其劳累、

焦虑、营养不良，时常耳鸣头晕，多次因低血压晕倒。c 社会支持、政策惠泽、入住养老机构，

是解决半失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老龄社会养老问题的关键环节。

（二）福利性养老服务供给

福利性养老服务是指国家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为全体老年公民或者本单位离退休人员提供

的具有公益、普惠、特惠性质的非缴费服务。多年来，福利性养老服务供给，主要体现在由中

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以及社会福利基金专项拨款、单位与集体资源投入支持下的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公办养老机构运营资金投入，民营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用地支持和税收优惠等。

我国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2017年，全国低收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58.4元，其中，

城镇为 13723.1 元，农村为 3301.9 元。d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31 元，二者之比为 2.56：1；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80294 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

收入41172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

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7869 元，五者之比为 10.20：5.23：3.34：2.11：1；全国居民人均可

a� 张文娟等：《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经济》2014 年第 6 期。

b� 王琼：《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6 年第 1 期。

c� �张思锋等：《基于我国失能老人生存状况分析的养老照护体系框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

d� �戴卫东：《中国养老服务事业的转型、定位与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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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 27540 元。a 多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不同途径为特殊困难老人

等提供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类别繁多，规模不小，使用分散。2017 年，全国民政系统为老年人

发放的高龄、护理、养老服务的福利性补贴分别为 172.27 亿元、6.9 亿元、61.02 亿元；b 各级

财政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补助587.2亿元，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补助1808亿元；c

中国残联系统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22 亿元。d2018 年底，全国享受高龄、护理、养老服

务三项补贴的老年人分别为 2972.3 万人、74.8 万人、521.7 万人，比上年分别增长 10.8%、

22.0%、47.2%。e

各类社会慈善组织也是福利性养老服务的重要供给者。2017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关

于红十字会参与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作出红十字会参与养老服务的工作部署。在具体

实施中，济南、临沂建设 12 所红十字博爱幸福院；浙江设立红十字养老基金，通过网络众筹，

救助老年白内障患者，浦江县向 500 名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患者发放“易走失定位手环”；江西

省红十字会从 2006 年起，先后培训 67 名赴日本研修的老年介护师资和 1172 名省级老年护理

师资；f 江苏省新建 100 个社区红十字照护志愿服务队。g

保留、坚持养老服务的福利性，是由养老服务的社会保障性质和我国国情决定的。在社会

成员之间仍然存在城乡、区域、职业、能力等差别的情况下，初始分配必然引起社会成员之间

的收入差别、贫富差异。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是实现“弱有所扶”“老有所养”等社会公

平目标，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基本、兜住底线的不可替代制度安排。

（三）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供给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是指社区、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政府补贴或单位资源投入支

持下，为老年人提供的低收费或以成本计价的服务。在国家福利性养老服务供给向多主体社会

化供给转化过程中，政府直接提供养老服务逐步改变为向第三方购买。1998 年，国务院将民政

部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就成为“非营利组织”的官方用语；在

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的各类协会、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组织等，就成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

形式。

吴玉韶等将养老服务分为“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其中“纯公共物品由

政府购买”，由市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对象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和有特殊

困难的自理老年人，如“三无”“五保”老年人等。准公共物品由政府补贴购买或老年人自主

购买，由市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对象为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但支付能力明显不足的失能、

a� 《2020 中国经济年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ti/2020zgjjnb/index.htm。

b� 参见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8）》，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 年。

c� �《国务院报告：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 59502 亿元��保障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shuju/2018-12/24/content_5351797.htm，2018 年 12 月 24 日。

d� �《民政部 中国残联通报全国贯彻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情况》，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6/
content_5222995.htm，2017 年 9 月 6 日。

e� �《201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 le/201908/1565920301578.
pdf。

f� 何燕兰：《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模式研究》，《社会福利》2018 年第 8 期。

g� 管园园等：《社会志愿团体参与医养结合照护的基本理念、核心问题及对策》，《医学与社会》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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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失能老年人和有特殊困难的自理老年人。私人物品则完全由老年人自主购买，由市场提供，

服务对象主要是经济支付能力较强的老年人。a 那些对养老服务有刚性需要，又没有能力全额

或部分支付相应费用的低收入老年群体，养老服务就具有“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

属性。政府通过全额或部分补贴的方式，向“非营利组织”或养老服务企业购买养老服务，向

低收入群体免费或低价提供“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由于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如青联、妇联、

残联、贸促会、红十字会等组织本来就是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社会组织，其工作场所、工作条件、

工作人员酬金、其他业务经费、筹资政策等与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也

就优先考虑与政府联系密切、不以营利为目标、关注公众利益的“非营利组织”。

2013年泰安市泰山区组建泰山养老护理协会，投资150万元，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为 1500 名困难老年人免费发放具有行为轨迹跟踪记录、定位功能的“一家通”老人专用手机。

协会通过链接全区 71 个城市社区服务中心、13 处养老机构、23 家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0

家农村幸福院和 82 家卫生医疗机构，为 4.6 万名老人搭建起区、镇街、村居三级联动养老服务

机构网络，并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为全区老人提供 30 余项无偿、低偿、有偿服务。2000 年，宁

波市海曙区政府组织成立了经费由政府划拨的星光敬老协会，将区域内居家养老公益项目、管

理运营社区养老院、监管居家社区养老、统筹调拨养老资源等工作交由星光敬老协会。b2003年，

南京市鼓楼区委托民办非企业组织“心贴心老年人服务中心”，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网工程；区

财政首期安排 15 万元资金和服务场地，此后市区两级按比例逐年拨付后续资金；中心向政府

明确的高龄、独居等符合条件的困难老人免费提供养老服务，为自费老人提供远远低于市场价

格的相关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了辖区 7 个街道、64 个社区；对年满 70 周岁，月收入低于

1200元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出资为居家老人安装月租金20元的“安康通”呼叫器；等等。

2015 年，南京市设立依托某康复医院的“社区居家服务中心”，为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老年

人提供医养融合专业服务，服务费用由相关医疗保险承担；同时为居家老人提供慢性病管理、

疼痛处理、心理咨询、日间照料、康复服务等健康管理与服务项目；工作人员工资由中心支付；

街道、社区为中心提供老年人专项活动的经费补贴。c

（四）营利性养老服务供给

营利性养老服务是指企业以市场价格向老年人提供的服务。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48 号）”《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规定，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

住和照料服务的养老机构，依法向养老机构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设立。2015

年 5 月 5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55 号）”，删除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中关于提供“资金来源证明文件、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告”款项，增加了“申请设立经营性

养老机构的，还应当提供营业执照及复印件”，即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

性养老机构”还需在民政部门获得许可。2019 年 5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a� 吴玉韶等：《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老龄科学研究》2015 年第 8 期。

b� 魏倩倩：《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现代交际》2015 年第 7 期。

c� �宋雪飞等：《非营利组织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效用及策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学
科学）》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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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号）”�决定废止民政部第 48 号令《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6 年 3 个民政部令，记录了

从民政部门获得许可的“非经营性”向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性”养老服

务机构演进历程，也展示了对养老服务的福利性-非营利性-营利性认知与政策发展过程。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办好公办保障性养

老机构”，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的兜底作用”，重点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

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的“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

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2013 年 12 月民政部《关于开展公办

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公办养老机构应当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象、经济困难

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托底作用”。

国办发〔2016〕91 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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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充分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显示了养老机构从“福利性公办事业单位”，向行政部门许可注册的“非

营利性民办非企业组织”，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营利性民办企业”的转变历程。

国办发〔2019〕5 号文件《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将营利性民办养老服务企业纳入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之列，享受公办养老机构政策待遇。公办养老机构改制为国有养老服务企业。

接收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不区分经营性质，按接收老年人数量享受运营补

贴和入住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清理废除排斥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参与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支

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上市融资；落实外资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国民待遇。

以营利为目的，进入具有特殊社会责任的营利性养老服务领域的投资者，一是瞄准具有巨

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养老服务市场，二是奔着政府给予的与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待遇

类似的进入、建设与运营优惠政策。一方面，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大、管理能力强的相关企业

集团，抓住需求转换、产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以养老服务与房地产、文化旅游、医疗健康等行

业融合的战略思路，大投资、大规模、大手笔进入养老服务市场，打造特色养老服务品牌。仅

广西壮族自治区，以长寿养生养老为主题，在具有长寿之乡美誉的巴马瑶族自治县长寿村，计

划投资 118.5 亿元的“中脉巴马国际长寿养生都会”，力图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高端

养生养老于一体的大型健康养生养老综合项目；以中医养生养老为主题，设计投资 102 亿元，

按照 5A 景区标准，建设集生命科学研究、养生养老、健康保健、医疗护理、生态旅游、教育

培训于一体的“桂林国际智慧健康产业园”；以“旅居、康护”为主题，计划投资 30 亿元，

打造“乐养小镇、生态农业、旅游与新壮乡经济”的扶绥县“中国乐养城”；以“候鸟式旅居”

养生养老为主题，在全国 12 个省市布局连锁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信息智能化综

合养老服务机构“广西太和·自在城”。a 另一方面，更多的规模小、基础弱、资金缺的民营中、

小、微企业或个人，将养老服务作为新市场、新商机、新政策、新创业重要机遇，瞄准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托老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医务室，农村幸福院，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积极

参与养老院、敬老院等各级公办养老机构的改制，采用独资、合资、公办民营、民办公助、

a� 胡丽华：《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与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经济研究参考》2018 年第 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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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养老模式等，进入养老服务业。截至 2019 年底，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占比达 54.7%，床位数

占比达 57.6%，提前完成“十三五”民办养老机构占比不低于 50% 的发展目标。a

（五）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是指适应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的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数量与质量的有效性。

多年来，我国养老机构、养老床位、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同时又

出现“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并存现象。

1.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快速增长

国办发〔2000〕19 号文件《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将城市中每千名

老年人拥有 10 张养老床位，作为 2005 年社会福利社会化显性目标。《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2011—2015 年）》提出，到 2015 年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0 张。国发〔2013〕

3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每千名老年人拥

有社会养老床位数达到 35—40 张。

2011—2015 年，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从 0.9 亿元增加到 28 亿元，年

均21.6 亿元。2010—2014 年贵州省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财政投资增长9.9 倍。b2013—

2020 年，全国公共财政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从 111.8 亿元增加到 246.2 亿元，8 年共投

入 1433.2 亿元；彩票公益金从 128.1 亿元增加到 519.6 亿元，8 年共投入 2330.3 亿元；两项财

政性资金累计投入 3763.5 亿元。c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全国养老机构总数分别为 3.99 万家、4.43 万家、5.2

万家，14.46 万家。d2019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20.4 万个。其中，注册登记养

老机构 3.4 万个，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6.4 万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10.1 万个。e2020

年 6 月底，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2 万个。f

2005 年、2010 年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分别为 10.97 张、17.79 张。2010—

2014 年，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从 314.9 万张增至 577.8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从

17.79 张增至 27.2 张。g2015 年、2016 年、2019 年、2020 年 6 月，全国养老床位总数分别为

667.4 万张、730.2 万张、775.0 万张、790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分别为 30.3 张、

a� 参见《托起稳稳的幸福——“ 十三五 ” 以来养老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5 日。

b� �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十三五 ”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资问题分析与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6 年第
3 期。

c� �胡祖铨：《我国养老服务业的财政性资金投入规模研究》，国家信息中心官网：http://www.sic.gov.cn/News/459/5000.
htm，2015 年 7 月 24 日。

d� �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十三五 ”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资问题分析与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6 年第
3 期；《我国养老机构总数超过 14.46 万家》，《南方日报》，2018 年 2 月 24 日。

e� �《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 le/202009/1601261242921.
pdf。

f� �《我国已有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近 22 万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0-10/23/c_1126649276.
htm，2020 年 10 月 23 日。

g� �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十三五 ”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资问题分析与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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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张、30.5 张、31.04 张。a2012—2015 年，广州市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分别为 27 张、

29 张、31 张、33 张，呈逐年匀速上升趋势，但边际增长率递减，其原因是老龄人口边际增长

快于养老床位数边际增长。b2019 年底，位居全国前三的浙江、内蒙古、江苏每千名老年人拥

有养老床位数分别为 53.7 张、53.2 张、40.9 张；云南、新疆、海南三省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

老床位数分别为 16.5 张、15.5 张、11.1 张。c

综上，2013—2020 年，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全国财政性资金年均递增 18.0%。2010—

2020 年 6 月，全国养老机构与设施数年均增长 19.69%；养老床位数年均增长 10.17%；在老龄

人口年均增长 3.93% 的情况下，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年均增长 6.03%。

2.“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并存现象

2012 年，有媒体以“北京一家公办养老院排号 7000 要等 10 年”为编者引语，推出“未富

先老怎么养”的报道。d这家北京公办养老院是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入住也需要“出一个老年人才能进一个老年人”。e

在“一床难求”，增加养老机构、养老床位数量的呼声中，关于“床位空置”的声音逐渐

增多。2010 年北京市 227 家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 50%；其中入住率 100% 的四家机构中，有三

家排队率分别为 400%、100%、10%，一家托老所可当即入住；22 家养老机构入住率 90%；1

家街道办敬老院入住率不到 10%。f2010 年城市福利机构空床率为 28.5%，农村为 17%。g2014

年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养老机构 3.4 万个、床位 557.8 万张，入住老人仅 288.7 万人，空置率

48%。h2014 年，天津市被调查的 8 家养老机构中，公办 2 家亏损金额分别为 122.81 万元、

23.7 万元，民办 2 家亏损金额分别为 100 万元、10.8 万元；3 家持平；仅 1 家民办盈利 4.4

万元。i2015 年，受访的 257 家养老机构盈利、平衡、亏损分别占 19.4%、48.1%、32.5%。j 吉

林省长春市某大型养老机构投巨资建成的高端养老机构，因市场培育不足，空置率达

90%。k2016�年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利用率分别为 38.6%、33.7%，临终

关怀医院利用率 46.9%。l2020 年，北京市养老机构空置率 40%。m

a� �《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201708021607.pdf；《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 le/202009/1601261242921.pdf。

b� 刘阳阳等：《广州市机构养老供给能力的现状与问题》，《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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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养老服务供给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阶段

养老服务“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并存现象表明，第一，随着养老床位供给不断增加，

消费者“货比三家”选择养老机构的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第二，在观念、习惯、收入多重约

束下，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要亟待转化为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第三，养老服务供

需结构性矛盾突出：财政投入持续支持，具有“高补贴、低定价”“托底”优势，接收低收

入特殊困难老人的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的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很多地理位置远、资金投入少、

装备设施差、服务项目少、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运营经费不落实的兜底性、非营利性

乡镇养老院、村幸福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难以维持；接收失能、失智、残疾老人的专业

护养、医养、康养结合机构床位难觅；项目投资大、运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价格居高不

下的营利性养老机构，很难提高入住率。第四，公办公营、公办民营、公建民营的福利性养

老机构，对财政性资金一次性建设补贴、新增床位补贴、各类运营补贴的依附性不断增强；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对政府的各类建设性、运营性补贴和土地供应、水电费用、税费减免、投

融资政策等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定位于失能、失智、残疾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以养老

为主或以医疗为主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苦于行业壁垒、医保支付、专业人员流动等约束，

开办困难、发展艰难，期盼着医疗保险政策更加关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面覆盖；大、中、

小、微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入住率不高、要素价格上涨的市场环境，

期待着政府更多的补贴和政策扶持、支持，以降低运营成本、优化服务价格、提高入住率、

缩短投资回收期。

四、构建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机制

急切到来的我国人口老龄化，表现为急剧增长的养老服务需要。以增加养老机构和养老

床位数量为显性目标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然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在“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的养老服务供给数量增长过程中，养老服务被作为政府直接充当供给主

体的纯公共物品，或者通过政府补贴购买的私人部门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国办发〔2016〕91

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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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

入养老服务业，开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把养老服务从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转化为由

私人部门提供的私人物品。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增量投入、优惠性政策的导引扶持、行政性措

施的有效推动，对于增加养老机构和养老床位数量无疑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但是，随着养老

机构和养老床位数量的快速增长，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不足、养老机构“入住率”下降、养老

床位“空置率”提高、亏损和基本维持的养老机构与设施增多、接收失能老人的专业养老机

构短缺等问题凸显。养老服务业存在对政府的依附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存有对财政补贴、

优惠政策的依赖性。在养老服务供给者缺乏由趋利性动机和市场竞争压力激发的内在动力情

况下，仅仅依靠政府规制、行政监管、舆论驱动等外在压力很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这一发

展困境，表现为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来自于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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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矛盾，根源于在养老机构和床位数量扩张进程中，养老服务被赋予福利性养老机构提

供的纯公共物品、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的准公共物品、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的私人物品三

重供给属性。a 同一物品的三重供给属性，背离了市场供给主体的身份平等原则和公平竞争规

则，市场配置资源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在养老服务供给者

之间、服务对象之间、供给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选择性制度供给，陷入财政性补贴、优惠性

政策、培训性服务等资源配置效率陷阱。出路在于，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构建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一）建设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统一市场

市场机制是在生产者追逐更大利润、消费者追求更大效用的趋利性动机作用下，通过商品

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变化的供求规律与价格调节供求的机制，将资源配置到需求量大、供给量小

的领域。生产者追求等量投入获得更多产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构成改

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扩大供给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国办发〔2020〕48号文件《关

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形成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统一市场”。将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区分为营利性、非营利性、福利性不同

身份，是建设公平竞争养老服务统一市场的主要障碍。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高速公路采取

公共物品私人化的建设策略，到2013年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就达10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b

养老服务不同于医疗、教育等供给者卖方垄断，完全可以实现供求双方公平竞争的讨价还价机

制。我国养老服务也可以采取公共物品私人化策略，形成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统一市场，推进

养老服务供给质的飞跃。通过企业兼并、资产整合、产权重组等改革措施，将属于国有、集体、

私营、个体等不同所有者的营利性、非营利性、福利性养老机构的存量资产股权化，以独资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组建全国性、区域性、连锁性，具有创新、示范效应的

若干大型综合养老服务集团，打造众多分别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特殊困难老人、高龄老人、

健康老人的医养结合型、康养结合型、康复护理型、生活照料型、旅居康养型等专业养老服务

机构，改制、发展大量互联网 +、智能服务、连锁经营，�嵌入城市社区、乡镇农村的小、微型

养老服务“虚拟公司”及配套网点。所有大、中、小、微养老服务供给者统一为在工商行政机

关登记注册的营利性养老机构身份；享受统一的土地供给、税费减免、劳动用工、投融资支持

等优惠政策；自主确定市场定位、服务范围、服务等级、服务价格；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公开透明、真实可靠的养老服务项目、等级、标准、价格等动态信息。

在消费者自主选择、评价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中优胜劣汰。

（二）充分释放养老服务消费潜力

老龄人口的支付能力是释放养老服务消费潜力，增加养老服务有效需求，发展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的前提与基础。当养老服务企业发展从依赖政府转化为依赖市场时，政府的关注力

a� 张思锋：《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94-96 页。

b� 张思锋：《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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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聚焦提高老龄人口的收入水平，促进养老服务需要转化为养老服务有效需求，充分释

放养老服务消费潜力。下决心解决基本养老保险一层独大，职业（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

养老保险发展缓慢难题，在构建现收现付制“非缴费型公民待遇养老金”基础上，大规模发

展积累制的职业（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a 高度重视解决医疗保险在失能失智残

疾老人“医”“养”衔接环节的合理使用问题。支持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城市退休老人

再就业和农村老人继续务农、打工，保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合法收入。重视养老服务、养老

产品、助老器具等的功能、设计、生产、供给方式创新对引导、拉动老年人消费增长的作用。

运用优质优价、方便可及、消费者口碑等示范、体验、舆论多种宣传方式，引导老年人的养

老理念、观念与行为。

（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履行提供产业政策的经济发展职能。将养老服务作为老龄社会新的经济增长点，列入增加

内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幼稚产业成长、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引导社

会资本投资方向的养老服务产业政策。国家、省级、副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建养老服务

投资公司；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开办养老服务投资公司；切实落实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上

市融资等措施。

履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管理职能。制定全国统一的不同服务对象、不同服务等级的养老

服务行业标准。颁布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规则。将养老服务质量、价格管理纳入市场监管

部门工作体系，严格明码标价、质量对标、确保设备食品安全等公正监管的养老服务法制秩序。

在要素获取、经营运行、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对所有养老服务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以高效规范的营商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激发养老服务企业创新技术、开发产品、提高质量、

降低成本、优化价格的内在动力。引导社会舆论，宣传、褒奖有爱心、有社会责任的养老服务

企业家。

履行推进社会进步的公共管理职能。积极推进功能互补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改革深化与体系建设。集中使用各类政府资金，优化各类公益性资金使用

方式，加快改进、改革、建设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让低

收入老人、三无老人、特殊困难老人、失能失智残疾老人等，都能获得相应的救助性、福利性、

保险性长期护理保障的单项或者综合支持。将预算内资金、彩票公益金等养老服务财政性投资

从补贴供给方改变为补贴需求方，引导、支持、扶持需求方根据个人养老需要、家庭养老资源，

自主选择居家养老自给性服务或聘请家政、专业机构上门服务或入住高端、中端、低端综合、

专业养老机构。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确立“寿命长、能自理、心智明、无疾终”的健康老

龄社会目标。b 尽快建立健全家庭医生制度，普及老年人健康管理。通过提高全体老龄人口健

康水平，推进高标准养老服务市场体系建设，提供高品质、高品位养老服务，实现国家文明程

度的巨大提升。

a� �张思锋：《非缴费型公民待遇养老金：由来、约束与过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b� 张思锋：《中国养老服务：顺应趋势 把握规律 精准供给》，《福利中国》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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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Behavior and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Zhang�Sifeng
(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has shifted from welf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

ment to services provided by multiple parities including th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d with the push of the government, a multi-layered service supply system, consisting of both non-profi t 

and for-profi t services,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to meet the elderly's diversifi ed needs of home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 Faced with the structural problem of insuffi  cient eff ective demand and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must follow the rule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1) build an eff ective mechanism of supply and demand, price and competition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2)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el-

derly care service; 3)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viding a level playing fi eld for fair 

competition, an effi  cient and regula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 fair legal system for supervision.

Key words: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structural problem; government behavior; market mech-

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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