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底，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2 亿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6.2% ，预 计 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将达到 2.5 亿，占比达
16.8%。每家都有老人，每个人都会老，
养老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现实问题，也
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全国人大代
表、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龙芳的话道出了代表、委员们的心声。

“老有所养”牵动人心，高龄老人、失
能老人、空巢老人不断增多，再加上家庭
小型化的结构，养老“破题”迫在眉睫，养
老服务“瓶颈”如何突破，也成为代表、委
员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居家养老：
“养得起”还要“养得好”

“老人倒是能自己做饭，但炒菜时候
放得不是盐，是洗衣粉！”全国人大代表、
宝钢集团韶光钢铁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余子权感叹地说。“像广州、珠海这样的
城市，请护工一个月要七八千元，还特别
难请。”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雷于蓝说。

两位代表的话，点出了居家养老的
窘境。一方面老人亟需照顾，另一方面
专人护理的费用普通百姓又难以负担。
考虑到我国养老方式中，居家养老占比
高达96%，如何降低居家养老的成本，减
轻养老负担，就成了一道难题。

保险创新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科技成果
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建议：“在目前已有
的高龄补贴、护理补贴等基础上，结合养
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增
加老年人健康护理费用的医保报销，解
决一定比例的护理费用，逐步建立起适
合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全国
人大代表、深圳华昱集团总裁麦庆泉同
样表示：“建议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
民参保计划，将长期护理险作为继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这五大基本保险

之外的第六个社保险种。”
在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

美卿看来，技术创新也是降低居家养老
成本的一条路。“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连接医疗、家政、餐
饮等公共养老资源，共同构建养老服务
互动平台。不过，现在很多智能化居家
养老还停留在概念层面，配套弱、无标
准、服务不落地等问题突出，需要完善系
统的规划和指导，为各智能化养老机构
提供可依照的标准。”

机构养老：
消费创新公办“兜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社

会力量提供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
在雷于蓝代表看来，这有助于打破目前
机构养老“冰火两重天”的窘境。“在一线
城市，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但在镇一级，
空置率却相当高。要破解这一尴尬，就需

要社会力量的进入。”司富春委员也表示，
引入社会力量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养老服
务业的发展。“既需要品牌信誉好、产业集
中度高、资源优势较好的龙头型养老服务
企业，也要培育一些规模小、灵活度高、遍
布街道社区的中小型养老服务机构，适合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需求。”

当前，引入社会力量的最大瓶颈是
用地。不少机构积极性很高，但终因地
价成本太高没法进入。北上广这些老龄
化严重的地方，政府能否拿出定向土地
用于养老院建设？

麦庆泉代表告诉记者，去年出台的
《关于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
养老服务的通知》支持将事业单位改制
后腾出的办公用房、转型中的培训中
心、疗养院和产业转移后的厂房整合改
造成养老机构。“希望根据这一文件，早
日出台具体操作方案。首先摸清底，这
些房子现状如何，位置是否便利，现在
还值多少钱？这些基本都是财政投入
建起来的，要先把账记好，然后移交各

级民政部门。”麦庆泉代表表示，“从长
远看，还应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建设规划。在新建
小区开发建设和旧城改造中，提前预留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司富春委员认为，社会力量投入养
老机构建设，也要拓展功能，提高服务水
平。“现在供养性养老机构发展较快，但
康复和护理性养老机构发展较慢，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医养结合作为发展新
兴消费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医养结
合各项服务资源融合不够，医疗机构开
展养老服务时存在医保报销难、盈利空
间小等问题，养老机构中的医疗服务质
量和水平都比较低。”他建议，进一步加
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同，有效衔接“医养
结合”各项服务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医疗
机构建立老年人康复院、护理院开展养
老服务，引导养老机构与医院合作设立
康复病房，大力支持有相关专业特长的
医师及专业人员在养老机构规范开展疾
病预防、营养等非诊疗行为的健康服务。

“老有所养”亟待突破多道瓶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崔国强 郑 彬 闫伟奇

云南要加快融入国家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陈俊骢今年关注的是如何把云南

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
陈俊骢委员说，云南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游，沿边

接壤越老缅3个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把沿江和沿
边都连接起来，形成了对内对外开放带，打通长江上
游连接南亚东南亚进入印度洋的国际交通，可以成

为贯通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走廊、腹地。
云南的金沙江流域正好是长江经济带上游，虽

资源富集，但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希
望国家支持云南打破传统行政区域体制，创建跨省
市有活力的协调机制，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
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要把应对老龄
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全社会共同面对。

“仅去年一年，60 岁以上老年人数
量就净增了 860 多万人。这就意味着，
每过一分钟，就有16.5个老人跨越了60
岁的门槛。同时，高龄老人数量也在迅
速增加。”胡晓义委员说。老龄化的快速
到来，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我国社会经济
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最直接的
挑战就是养老金长期平衡的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继续提高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让老年人共
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一项必然措施。但即
便如此，目前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每

月基本养老金也只有 2000 多元。大家
一直在呼吁社保降费。如果降费，怎么
保障养老金有一个充足的来源，这是一
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养老金一方面要保
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一方面要保持长
期的资金平衡。”胡晓义委员说。

胡晓义委员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
到来，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增长非
常快，需要下大力解决好老年人不断增
长的照顾和护理需求问题。应对老龄化
不能靠某一个部门制定政策或某一个领
域努力就能解决，需要借助国家力量，让
全社会重视起来，共同应对。

“我特别主张，把应对老龄化问题上
升到一个国家战略，全方位思考和布
局。不能各自为政，人社部门只管养老金

的平衡，民政部门就管养老的社区服务，
卫生部门就管治理老年病。这些不应是
分裂的，而是要综合考虑，从更高层面思
考和布局，统一调动资源，这样才更有利
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胡晓义委员说。

胡晓义委员认为，老龄化的出现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能够正确应对挑
战，实际上也就抓住了机遇。

“我前年到法国参观一个老年护理
中心，它其实是从儿童医院改建而成，这
也反映出法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现
在，我国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不断显现。
满足他们需求的过程，就是不断产生新
的生产力的过程。因此，要更加重视老
年人消费的开发、引导和规范。”胡晓义
委员说。

“营改增去年使我们减税 7000 万元、五险一金下调
降费1500万元，一定要把国家为企业减负的好消息传播
出去，这也是总理对我的嘱托。”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玉柴
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晏平这两天成了广西代表
团里的“大红人”，3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广西团审议
时，听了晏平代表汇报的情况后表示“最高兴”，并强调要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好消息。

“我不太同意有些企业家说的‘中国税负高’，每个国
家的国情不同，拿中国的税负和美国比不公平。”晏平代表
兴奋地说，如果纵向比较，我国从2011年起，税一直在降
低，去年新政还只是跨年施行，如果按今年全年算下来，我
们至少能减少1亿元的费用。“我们真的是很满意。”

对于一些企业所谓税负重的观点，晏平代表直言，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有些企业甚至已经享受到了国家的
减免政策都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家要客观地把账算一算，
我们也是在广西国税的领导上门宣传辅导营改增之后，
对国家新政有了准确的认识”。

减免了近 1 亿元的费用，对于玉柴这样的“大块头”
来说并不能解决发展的根本问题。不过，在晏平代表看
来，更重要的意义是让企业看到了中央支持实体经济创
新发展的决心。

尽管当前整体市场疲软，但是玉柴的订单暴涨，今年
大年初二就“开工”了，依然开足马力都生产不过来。“为
什么有些企业无法享受国家的减税优惠，而我们可以？
还是因为我们扎实搞创新，去年 7000 万元的减免费用
主要是研发抵扣和购买重大设备。国家给企业减负也是
为了引导创新，企业研发投入越大，抵扣就越多，企业家
要用好这笔资金，用实际行动多创利，给国家多上税支持
国家建设，这才是良性循环。”晏平代表坦言。

快传企业减负好消息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义：

应对老龄化 社会齐努力
本报记者 韩秉志

3 月 9 日上午，全

国 政 协 经 济 界 别 小

组上，甘连舫委员（左

二）就老年人健康养

老相关内容发言，表

示“当前社会老龄化

现象严重，如何推动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成

为一个重要课题”。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陈俊骢委

员在驻地宾馆

等候同行委员

时也拿着书本

资料认真研读。

陈俊骢委员（左三）在基层和有关人员交谈访问。陈俊骢委员（左一）和同界别的委员就自己提案内容交流意见。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

会议时强调，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提高养老

院服务质量、加强食品安全等小事，

其实都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收获密切

相关的大事，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

委员们表示，要持续推进民生工程

建设，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

卢志民代表：

支农资金应“四两拨千斤”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四平红嘴村二社农民卢志民认
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玉米精深加工、秸秆综合利用等
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成为农产品品质提升的引领
者，但资金不足制约着企业发展。

卢志民代表建议，增加国家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规
模，国家可设立数额较大、长期稳定的农业产业化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国家级龙头企业基地建设、科研开发、技术
服务、利益机制完善等方面；强化省级财政支持力度，在
预算内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规模，或者把原先纳入
省股权投资基金的部分调整为支持农业产业化的专项资
金，切实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未来国际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茜认为，分享经济不仅方便人们的生活，也成为互
联网行业创新的热点。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对分享经济网络平台需加强有效监管。

王茜委员建议，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制定适用分享经
济的法规条款，加强对从事分享经济网络平台和中介公
司的约束，特别是针对房屋、家政、企业服务等领域，推进
各类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让监管部门、媒体、大众能
够方便地通过社会信用系统、企业信息查询系统等途径，
获得平台及服务提供者的工商、资质、信用等信息，全面
准确了解平台情况。

王茜委员：

信息平台需加快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郑 彬

王景海代表：

让 消 费 者 放 心 喝 国 产 奶
本报记者 倪伟龄

全国人大代表、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王景海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要讲好奶
业故事，增强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

“中国的养殖标准和奶源标准，同国外同行对比已经
没有差距，甚至我国的标准化在局部还高于国外同行。”
王景海代表说。

国内牛奶质量实际上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是广大
消费者仍倾向于购买外国奶粉，原因之一是国际上鲜奶
成本很低，他们大多是家庭牧场和自有土地，而国产乳业
要租地、种饲料、投资搞牧场建设，产品在价格上缺乏竞
争力。我国应该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整，降低原料和渠道
成本，让民族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增强优势。

额日登格日勒代表：

保 护 草 原 推 动 绿 色 供 给
本报记者 陈 力

“草原绿了、美了，草原上产出的畜产品才能有机、绿
色。”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额
尔敦宝拉格嘎查嘎查长额日登格日勒对建设绿色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深有体会，“建设草原离不开草畜平衡，草
畜平衡离不开休牧轮牧，休牧轮牧离不开现代化的牧民。”

担任乌冉克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以来，额日登
格日勒代表带领牧民改良品种，引入现代化经营理念，使
牧民减畜不减收，草原也得以休养生息。

额日登格日勒代表建议，参照农区生猪补贴的相关
政策，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牧民给予基础牧畜补贴，维护
好草原生态建设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