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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国快速人口老龄化所蕴含的这

涉老相关的人寿、健康和养老保险等；六

些矛盾和挑战直接推动着我国老龄事业、

是老年房地产业，如老年人住宅、老年社

产业的发展，其中，老龄产业从界定、性

区、养老院等；七是老年文化娱乐业，如

质、内容上都有其特殊性。从与老龄事业

老年旅游业，老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的比较来看，老龄事业具有浓厚的政府

等；八是老年教育产业，如老年大学、老

公共政策内涵，是政府主动关注民生的体

年培训班等；九是老年咨询服务业，如为

现，而老龄产业则富有鲜明的市场和社会

老年人进行法律维权、心理、职业、婚姻

属性，它在人口老龄化浪潮下萌生发展，

咨询服务等；十是其他老年相关产业。

由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经营并直接面向

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和社会经济

家庭及个体的需求。从概念界定上，基于

转型及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来看，无论是提

以往老龄产业研究的成果及中国国情，我

倡“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还是

们认为，老龄产业就是一个目标服务对象

“银色革命”，发展老龄产业都被置于重

为老年人口的产业体系，包括所有为老年

要的地位。因此，对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

人提供产品、服务以及就业机会的经济实

展的现状、特点、效用、潜力、挑战和政

体，如满足老年人口衣、食、住、行、用、

策支撑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实

医疗保健、照料护理、精神慰藉等各方面

际上，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策

需求的多方面行业部门总称。因而，老龄

略之一，发展老龄产业不仅在解决老龄化

产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产业

危机方面有着独特和巨大的作用，发达国

部门，而是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带动而形

家老龄产业的成功经验还表明，老龄产业

成的国民经济中一个新兴产业集群，是许

是老龄化社会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途

多相关产业部门的通称。实际上，我国目

的朝阳产业之一。

前的老龄产业体系也基本上涵盖了第一、
二、三产业。在产业性质方面，目前尚有
一些争论，争论主要源自老龄产业作为一

二、现阶段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
现状及主要特点

个产业的盈利性与老龄产业作为老龄事
业一部分的福利性之间的张力。从具体行

中国老龄产业的起步可以上溯至20

业内容来看，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和未

世纪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强烈影响

来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总体框架，老龄产

下，当时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缓慢。20世纪

业大致可以分为十个行业：一是养老服务

90年代是我国老龄产业最初提出及兴起的

业，如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居家养老服务

重要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政府、

业、社区养老等；二是老年卫生保健业，

企业以及社会的介入和学界研究的拓展，

如老年人药品、保健品及老年医疗辅助

中国的老龄产业日渐兴起与发展，正成为

设备等；三是老年日常生活用品业，如老

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产业。

年人的服装、生活用品等；四是老年金融



业，如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健康储蓄计划、

（一）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总体格局

证券投资规划等；五是老年保险业，如与

从产业发展结构来看，目前我国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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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中的养老服务业、老年教育业和老年
住宅业都呈现了快速兴起的势头。因为技
术革新或者市场细分的推动，传统的老年
日常用品业、老年医疗保健业及日渐成为
时尚的老年旅游业也都有较好的发展。而
老年金融保险业、老年咨询业目前则极为
缺乏。
我国老年服务业的发展得益于一系列
包括老年服务设施、老年照料和老年优待
在内的政策，如2001年颁布的《老年人社
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区老年福

图1  2003-2012年我国养老机构数和
床位数
数据来源：2004-2010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及2010-2012年民政部社会服务统计公报[6]。

利服务星光计划”实施方案》，2006年十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近年来，我国老年教育产业在政府和

通知》，2008年十部委发布的《关于全面

民间的共同作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就形式

大大丰富了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同时也

上来看，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产生了包括文化娱乐、健康长寿、家庭关

是我国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但我国

系、社会自组织等多层次的效益。图2显

养老服务业经营领域现阶段主要指机构养

示我国2004年来老年学校规模虽然有增

老。如图1所示，我国城乡养老机构数虽然

有减，其中2009年我国共有各类老年学校

在2007年有所下降，但之后的趋势是上升

高达59543个，在校学员数则一路稳步上

的，其中2010年后尤为明显；与此同时，

升，从2004年的314万达到2012年末的625

养老机构年末床位数却是稳步上升的，差

万，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从办

不多每5年有一次翻番。由于中国人口老

学质量上看，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我国各

龄化的长期趋势，加上子女流动性增大、

地已经通过自己摸索发展出一批典型的

空巢老人增加，可以预期机构养老、老年

成功老年大学范例，以至于火爆到报名时

人照料护理的需求将会长期大幅增长。养

“老的学员不愿意走，新的生源进不来”

老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化养

的情形。一些规模比较大、质量较优秀的

老机构发展比较快，民办养老机构已成为

老年大学，如上海老年大学、天津老年大

养老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我国社

学、金陵老年大学等都有自己编写的教学

区居家养老服务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中

大纲和教材，有专门的教材编审小组，自

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全面普及了城市社区养

编教材达几十种，电子读物辅助教材光盘

老服务业，很多城市只有个别或部分示范

[8]
达几千余盘 。

点；养老护理行业还极不发展，其中居家

我国的老年住宅业起步较晚，但发

养老主要局限于保姆的生活照料，而老年

展势头良好。国内近年来涌现出大量老年

人迫切需要的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生活

社区项目，如北京太阳城、嘉兴江南太阳

互动等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则极其缺乏。

城、昆山孝贤坊、三亚清平乐、上海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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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旅行社都开发了老年旅游线
路， “银发游”与“夕阳红”专列已经成
为一些旅行社主推的项目之一，受到许多
中老年人的青睐。此外，老年人一直是我
国保健品市场的主流消费群体之一。我国
的老年医疗保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其
中以老年保健品业为典型。
2004-2012年我国老年学校规模与
在校学员人数

（二）现阶段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主
要特点

数据来源：民政部网站公布的2004-2012年社
会服务统计公报[7]。

一定程度上，我国的人口转型与我国

图2

的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是重叠的，人口老
龄化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体制市场化、公共



源、杭州金色年华、成都国际山水怡养美

服务社会化、老龄产业现代化的过程，因

地，等等。这些老年住宅项目都纷纷打造

而我国老龄产业兴起、发展与西方发达国

出“服务型养老社区”的理念，集成了高

家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具有典型的中国

品质养老物业服务、品牌护理、社区医院

特色。综合而言，现阶段我国老龄产业发

等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产业元素。2010年

展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方面。

底，已成为全球最大专业住宅开发企业的

一是老龄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但产业

万科对社会各界宣布即将建设“活跃长

带动经济和就业局面尚未形成。根据2010

者住宅”的庞大计划。按照投资人划分，

年年初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

当前养老地产的产品形态主要有三种：有

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

保险资金推出的升级版养老机构，如养老

2005年老年市场需求为6000亿元，2010年

院，把养老地产视作商业地产项目长期经

将达到1万亿元， 2020年达到2万亿元。尽

营；再者，开发商推出的养老地产项目，

管老龄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快速增

采取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配建针对老人的住

长规模，背后却蕴含着我国老龄产业仍处

宅；此外，各地政府民政部门推出的有福

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事实，其中一个明显的

利性质的养老设施。

印证是老龄产业市场规模仅是简单以老年

随着老年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老年

人口消费规模增长为基数，并且普遍存在

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总量规模大但单体规模小、产业链过短过

用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比如老年服装

窄、产业间横向合作少、产业间融合程度

业、老年辅助生活器械。随着产品设计研

低等诸多突出问题。

发的投入不断增多，科技含量不断增加，

二是老龄产业发展相对较为集中，

其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尽管老年旅游向来

产业发展区域间失衡。目前我国城市地区

被认为是旅行社业务的鸡肋：利润低，风

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农村地区，老

险大，要求多，但近年来也在不断升温。

龄产业在城市地区依然显得相对集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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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我国74%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位

府改进民生的题中之意。当然，老龄产业

于城市，26%位于农村，这说明就目前而

发展并不意味着老龄产业完全剥离社会福

言，城市地区是养老服务业发展较为集中

利的色彩，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的地区，而农村地区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

济体制还不完善，老龄人口服务和消费水

水平的滞后，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尚不足

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更要强调老龄产业

以支撑老龄产业快速发展。除了老龄产业

发展过程的福利性。政府依然要作为老龄

发展的城乡差异外，老龄产业在东中西部

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

区域间还存在着不平衡。总体上看，西部

金扶植，解决老龄人口需求增加和资金、

地区老龄产业规模和市场化发展程度都要

产品短缺二者之间的矛盾。

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从老龄产业市场发展

五是产品与服务销售渠道单一，促销

程度来看，当前老龄产业主要集中于人口

手段极为落后。目前，老龄产品市场的基

老龄化速度较快的东部和城市地区。

本格局是产品种类少，专业化程度低，市

三是养老服务和产品发展势头良好，

场细分不够，缺乏专营的品牌。在产品、

但产业扶持和规范性的政策欠缺。在政策

价格和渠道原本同质性就很强的情况下，

扶植力度加大和市场缺口亟待补充的双

针对老年人的市场营销意识较弱阻碍了

重带动下，我国养老服务和产品总体发展

我国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缺

势头良好。尽管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台了

乏系统的市场竞争战略，产品销售渠道单

养老服务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但由

一，甚至仍然存在等待顾客上门的状况。

于养老服务业涉及面广，前期资金投入较

此外，老龄产品宣传促销手段不得法、不

大，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尚未形成，金

到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老龄人口变化的

融服务业对养老服务业的扶持力度远远不

了解程度不够，导致不断变化的老龄需求

够。此外，相关产业规范和标准缺位，存

与老龄产品和服务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

有诸多政策法规上的盲点、缺位和不配套

使得部分涉老产品或者服务在市场竞争中

等问题，与人口老龄化的客观形势及老年

处于被动地位，这与企业对产品或者服务

人口的现实需要相比仍然显得滞后，不能

定位不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适应养老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
的需要。

六是传统产品为主的局面仍未打破，
市场研究和产品开发相对脱节。从整体

四是老龄产业福利色彩浓厚，社会力

而言，我国大多数老龄产品的研发还处于

量参与力度亟待增强。从一开始，我国老

对发达国家的仿制阶段，独立研发能力十

龄产业就有着市场性和福利性并存的鲜明

分有限。老龄产业已开发出的产品和服务

特点。随着老龄人口规模和比例的不断增

大多属于传统项目，主要集中在食品、服

大，光有浓厚社会福利色彩的老龄事业，

装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产品

无论是从服务和产品的多样性提供，还是

和服务明显单一，层次较低，尚不能满足

从政府投资的角度，人们对老龄产业的需

老龄人口日益多元、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

求都不可能得到充分满足。因此，加快带

需求，对住房、安全、旅游、金融、保险

有部分福利性质的老龄产业的发展也是政

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缺失则更为严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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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考虑到我国老龄产业多为中小企业，

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老

这些企业不可能在市场研究和产品开发方

龄人口在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将有所增加，

面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因此，政府

老龄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越

需要在鼓励和推动老龄产业发展高新产品

来越显著。如果进一步考虑消费能力的因

和服务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素，随着经济持续增长而来的人们收入
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

三、未来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前
景趋势

体制也为老龄人口消费提供了基本保障，
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质量将不断提高，
老龄人口消费的总需求必将急剧增长。我

客观地讲，现阶段我国老龄产业正处

们的人口和经济计量预测表明，从2011到

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新形势下宏观

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增加的速度要

的人口、经济、政策因素为此提供了大有

远远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老年人口的增长

可为的潜力基础，而伴随我国城镇化浪潮

速度在2035年左右达到相对高位之后，增

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养老观念的变革

长速度明显慢于之前年份，但老年人口的

也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做好了微观准备。

消费却一直呈现高速增长之势。老龄产业

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高速发展，

在GDP中的比重，可以用老年消费在GDP

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以

中的比重来衡量。同样，老年人消费总额

来，经济保持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势头，

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预测期内呈现逐年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建设阶段向产业和

递增趋势。从2011年的5.55%，持续上升

消费阶段过渡的时期。2009年金融危机之

到2050年的17.25%，40年间增长11个多百

后，越来越取决于需求结构的经济发展动

分点，而且GDP总量增加相当显著。这个

力结构初步形成，内需将在经济增长中发

比例变动也大致证明了我国老龄产业在未

挥更大的作用。中长期来看，城乡消费升

来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是在

级和与结构调整相关的投资等是长期快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经济下具有特殊

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此，必须进一步

意义。所有这些意味着，随着老龄化和收

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由此看来，老

入水平的稳步增加，我国老龄人口消费需

龄产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黄金机遇期。

求和能力的增长预期将为我国老龄产业发

老龄人口基数和比重不断增加，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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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人口的需求和消费增长预示着巨大的老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呼唤大有可为的老

产业发展空间。即便是不考虑经济增长和

龄产业。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

消费水平提高等影响因素，仅老年人口总

国经济社会社会影响的加深，及时转变经

量的不断增加，各种刚性需求将直接推动

济发展方式成为了各界的共识。转变经济

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果考虑经济增长的作

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

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

是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渡，将

人均收入3000美元阶段之后，随着人均收

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型

入的进一步提高，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

产业，特别是在与民生相关的金融产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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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1  我国少儿、劳动年龄与老年人群未来消费总量预测
年份

消费
水平
(元/人)

标准 总消费
消费 (亿元)
人口
(亿)

标准消 老年消 少儿消 劳龄消 老年 少儿 劳龄 老年消
费水平 费(亿元) 费(亿元) 费(亿元) 消费 消费 消费 费占GDP
(元/人)
比重 比重 比重 比重(%)
(%) (%) (%)

2011

9079.74 12.14 121813.8 10032.43 13619.03 15194.12 93000.65 11.18 12.47 76.35

5.55

2015 11661.89 12.38 160176 12937.25 20958.34 19677.55 119540.1 13.08 12.29 74.63

6.19

2020

15353.7 12.65 217454.5 17185.32 31835.81 28372.97 157245.7 14.64 13.05 72.31

6.88

2025 19561.22 12.74 281818.5 22113.82 49921.94 37516.09 194380.4 17.71 13.31 68.97

8.64

2030 24284.43 12.7 351395.8 27664.6 75316.87 43696.24 232382.6 21.43 12.44 66.13

10.93

2035 29523.35 12.65 425844.8 33660.96 103002.5 46822.39 276019.9 24.19 11.00 64.82

12.87

2040 35277.96 12.57 505815.4 40249.5 128295.3 53109.21 324410.9 25.36 10.50 64.14

14.01

2045 41548.28 12.4 591315.1 47692.47 157385.2 64790.22 369139.7 26.62 10.96 62.43

15.24

2050 48334.29 12.11 678710.1 56026.92 196654.5 78661.8 403393.8 28.97 11.59 59.44

17.25

服务一体的老龄人口消费领域。这不仅可

行动推力。老龄产业发展的效应主要表现

以延伸一大批相关产业，推进老龄产业上

在三方面：其一，拉动内需并培育新的经

下游产业的良性互动，还可以带动一大批

济增长点，其具体机制主要在于两个上升

人的就业。

过程的叠加效应。第一个上升是：未来消

政府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也为老

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个

龄产业健康有序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目

上升是：老龄消费市场规模和在全人口消

前，国家政府决策者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老

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两个过程使老龄

龄产业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完善老龄人

市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攀升，保证

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老龄人口福利和求

了老龄产业在拉动内需和培育新的经济增

助相关的老龄产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长点方面持久、强大的动力。其二，促使

一些省、市已制定了推动老龄产业发展的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第二产

优惠政策。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和市场的

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第三

力量，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引

产业，产业结构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而

导老龄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为老

老龄产业中隶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比重部分

龄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机遇。特别

很高，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以及各地政府在编制

都具有极大的作用。其三，创造大量的就

“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

业岗位并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我们的估计

开始关注发展老龄产业的相关举措，这对

表明，预测期内老龄产业以每年至少创造

于推动未来中国老龄产业发展奠定了制度

超过千万的就业机会而可以在2028年劳动

保障。

力充裕时期缓解失业问题。在2028年以后

发展老龄产业效用显著，有可能构成

劳动力短缺时期，老龄产业由于自身的产

未来老龄产业发展来自各层次市场主体的

业优势而产生的对于劳动力资本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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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缓解劳动力不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型、社会转型共同构成目前及今后一段时

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老龄产业本身也有

间的宏观环境，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还与

助于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我国的老

老龄事业紧密相关，因而尤其需要将老龄

龄产业实践表明，老龄产业在拉动适龄劳

产业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动人口就业的同时，会内部雇用大量老年

中去，合理确定老龄产业的发展目标。与

人（如老年教育业），从而能够充分发挥

此同时，可以立足于老年人的实际消费需

国家的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实现老年人的

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老龄产业的

人生价值。

中长期行业发展规划，确定近期、中期和

城镇化浪潮下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及
养老观念的变革将进一步从微观上助推

长期老龄产业发展的优先领域，确保老龄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当前是我国城镇化

第二，进一步完善发展老龄产业的

快速推进期，由此而生的劳动力流动和迁

相关优惠政策。首先是积极出台老龄产业

移已经静悄悄地变革着家庭的结构、居住

扶持和优惠政策，加大政策扶持，这些政

模式、代际关系及养老观念。这些微观的

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专项拨款、补贴、

变革表现为：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的比例

减免收费等等）、税收政策（优惠与减免

变小，核心家庭的比重上升；老年人与子

等）、信贷政策（贷款的规模、期限、利

女分居、独居比例增多，空巢老人家庭上

率方面的优惠）、价格政策。其次，设立

升；子女从时间与空间上越来越难以对父

老龄产业发展基金并通过接纳社会捐赠等

母进行照料和支持，对政府、社区、社会

方式筹措老龄产业所需资金，主要用于老

机构、企业的介入越来越接受和期待；部

龄产业上游产业的技术、资金、队伍等方

分老年人经济和社会上越来越独立，希望

面的扶持。再次，加强对老龄产业相关政

有独立的生活空间。所有这些变化，实际

策落实的评估和监督。老龄产业的发展离

上都在家庭和个人层面上对老龄产业的发

不开优惠政策的落实，因此，强化政策落

展展示了机会和期待。

实环节的效益评估和监督检查尤为重要。
第三，完善老龄产业的准入、规范和

四、未来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支
持体系

标准制度。建立老龄产业发展委员会或
者协调委员会，专门协调、统筹和规范老
龄产业的发展。严格老龄产业行业准入

12

综合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特点、潜

制度。老龄产业的服务对象是特定的老年

力和挑战，我们认为现阶段老龄产业的发

群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属于社会公共

展迫切需要一个完善有效的政策辅助体

服务产品，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人身健康

系。从制度设计和我国老龄产业实践来

和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资

看，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包含以下几

质。因此，对老龄产业的管理应实行严格

个方面。

的行政许可制度，强化资格认证，制定市

第一，需要政府从经济和社会发展

场准则，规范市场运作。应当加强对老龄

规划层面切实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

产业服务机构尤其是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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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监管，实行规范严格的质量检查或抽

其享有与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同等的优惠

查制度，督促老龄产业服务机构制订规章

政策。这其中，要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

制度，规范服务行为。

则，形成合理的投资收益机制。在引入市

第四，确保城乡和区域一体的老龄产

场竞争机制后，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

业政策。这其中，要通过相关政策鼓励和

方式，实行优胜劣汰，促进养老服务资源

扶植中西部老龄产业的发展，要在土地优

的优化配置。达到公办与民办养老服务机

惠、资金支持以及政策优惠等多方面鼓励

构的功能互补。

农村发展老龄产业，尤其鼓励农村发展养

第六，政策鼓励和培育老年产业典范

老服务业，多建养老院和养老服务机构，

区。从全国范围内找出老龄产业发展的优

消除老龄产业的城乡差异。

秀典型和不同发展模式或路径，总结其发

第五，形成注重民间力量的老龄产业

展老龄产业的成功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

政策。即突破现有的政策框架和限制，修

宣传和推广，为推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提

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民办非企业机

供有效示范。或者，鼓励各地政府大力发

构管理法规，突破限制民营经济进入养老

展老龄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园区，为老龄

服务领域的不合理的束缚，鼓励社会力量

产业发展搭建平台，稳步推进全国老龄产

或个人投资养老服务行业并依法注册，使

业发展。

注释：
①估算过程中所使用的基础变量主要有：总人口、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居民人均消
费水平、GDP及其相应指标的预测值。估算过程如下：应用基础变量，及各类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
口的消费比例计算出标准消费人口和标准消费水平，并以此为基础根据标准消费比例计算出预测期
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和老年消费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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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养老服务研究
URBAN AGED CARE

Concept Evolution of Aged Care Services: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licies
Hao Yong, Guo Lina
Abstract: With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China is demanding more aged care servi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ac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which embodied the national perception of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aged. Through analyzing policies of the past decade, it is found that
this concep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e., the view of social welfare,
the view of hierarchical system and the view of social management. At each stage, the subject of
responsibility, concept definition, object of service, subject of service and content of service are
stipulated in detailed. It i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policies systematically and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policy, facilitating implementa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Keywords: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aged; national policy; concept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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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quo, Prospect and Policy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 Aging Industry in
China
Lu Jiehua, Wang Weijin, Xue Weiling
Abstract: Care services, education and accommodation for the elderly are rapidly emerging. It is noticeable, however, that the aging industry in China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stimulate
national economy and employment, facing urban-rural as well as costal-inland imbalances,
lacking in well-designed supporting polices and industry rules, focusing on welfare provision,
and employing poor promotion and sales strategie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inadequate market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Several important macro conditions such as demographic
tre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national policies have pave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industry, whil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societal attitude towards aged care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promising future of the aging
industry. Meanwhile, a sound and efficient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 is ess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industry in China.
Keywords: aging industry; policy system; status-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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