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评述及展望

陆杰 华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 , 北京 100871)

摘　要:根据对现有国内相关文献的回顾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可以基本分为起步阶段 、开拓阶段与发展

阶段 ,各个阶段对老龄产业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有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现有老龄产业研究的成绩与不

足做了客观的评估 ,并对未来老龄产业研究的重点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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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老年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 ,我国老龄

产业的研究起步比较晚 ,从最初的少量 、零散的分

析到现在大量、系统的探讨 ,也不过 10年的光景。

然而 , 我们需要肯定的是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已

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是

老龄产业的研究内容在逐步拓宽以及延伸 ,从介

绍国外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到对老龄产业的界

定 ,从老龄产业所涵盖的基本领域到发展老龄产

业的指导思想与政策 ,老龄产业的研究已逐步从

单一的学术探讨过渡到整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关

注 ,尤其是实际政策的操作。二是老龄产业的跨

学科性研究在逐步加强 ,现有的研究已初步涉及

到了经济学 、社会学 、人口学 、市场营销学 、心理

学 、管理学等学科 ,这既体现着老龄产业研究的交

叉性 ,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老龄产业研究领域的

强大生命力。三是老龄产业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学

界的广泛关注 ,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 ,尤其是政

府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这在老年学其他研究领域

是并不多见的。那么 ,迄今为止 ,我国老龄产业研

究取得了哪些成果 ,还存在着哪些问题或者不足?

为了科学 、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有必要回顾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得以兴起的原因 ,老龄产业研

究的阶段划分及特点 ,进而对目前老龄产业研究

的现状进行客观的评价 ,以及就未来老龄产业研

究的走向作简单的展望。

　　一 、老龄产业研究兴起的内外在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老年人口规模

的扩大是老龄产业研究兴起的重要客观基础 ,这

是学界解释老龄产业研究兴起与发展的普遍共

识。张纯元是比较早关注人口老化与老年市场关

系的学者之一 ,他提出 ,中国人口的急剧老化 ,会

给未来消费带来重大的变化 ,尤其老年人口需求

构成市场的变化是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的必然结

果。[ 1] 由于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 ,人口健康水平

的不断提高以及死亡率降低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的前所

未有的局面[ 2] ,因此客观上增加了对老年人产品

或服务的需求 ,也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

的空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同样使老年

市场成为一个极具魅力 、潜力巨大的市场 。据估

计 ,在今后 50年里 ,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总量

将急剧增加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 ,老年抚养

系数将明显上升 ,如 2000年中国 65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为0.9亿 ,而到 2050年将达到 3.3亿;与此

同时 ,同期老年抚养系数也将从 7.03%上升到

20.8%,老年人总量和抚养系数的增加无疑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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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年需求市场有着广阔的前景。[ 3] 这是商家

开始关注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 ,人

口老龄化的加快为中国老龄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客观和外在条件 ,但是如何把握人口

老龄化所带来的商机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议题之

一。[ 4]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现有老龄产业研究文献

中有关我国老龄产业兴起的主要原因还仅限于人

口老龄化的加快与老年人口规模增加这两个产业

发展的外在条件上 ,而对于呼唤老龄产业发展的

内在因素探讨的相对比较少。从特定产业发展的

一般规律上看 ,老龄产业的起步与发展缺少不了

涉及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内在机制的刺激。同样 ,

我国老龄产业的兴起 、发展与下面三个要素是紧

密相关的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与完善迫切需要用社会化、产业化的新思路 、新

机制 、新模式推进老龄事业的整体发展 ,其中老龄

产业的启动和发展是满足转型时期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重要保证。因为在转型时

期内 ,过去单靠政府福利性的老龄事业发展模式

已难以适应转型时期老龄工作的客观需要 ,必须

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化 、产业化的老龄事业发展

模式 ,来推动老龄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随着市

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与完善 ,微观层面的商家逐步

培养了市场营销的意识 ,部分企业开始关注老年

市场。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我国市场运行

体制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这促使企业在

设计 、开发 、生产和经营产品时必须认真研究消费

者的购买行为和购买习惯 ,由于老年市场的需求

特征与其他群体市场有着明显的差异 ,从而带动

了商家对老龄产业研究的兴趣 。三是居民购买力

的增加全面带动了老年市场由潜在的需求转向现

实的消费 ,因此研究老年人的消费模式也是老龄

产业研究兴起的迫切需要 。

　　二 、老龄产业研究的阶段划分及研究特点

学界对老龄产业领域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其研究的初衷正如前面所述 ,一方面是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给予特别的

关注 ,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认识与掌握转型时期

满足老年人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思路 、方法与模式。

综合而言 ,我们将 10年来老龄产业研究大致划分

为三个阶段:

1.老龄产业研究起步阶段(1997年前)

应当承认 , 1990 年前 ,我国老龄产业的研究

基本是一片空白 ,即使老龄产业相关方面的文献

也是非常少的 ,并且非常零散 ,这种状况决定了我

国老龄产业研究初期阶段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将国

外研究成果的介绍与结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研究有

机地结合起来 。

鉴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多半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更由于西方社会产业发

展比较规范 ,老龄产业在这些国家基本是起步较

早 、发展得比较平稳 。不过 ,国内学界最初对国外

老龄产业理论成果的介绍文献也相对比较少 ,仅

有的零散文献也是 1995年之后出现的 ,并且大都

侧重介绍国外老龄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对于老龄市

场所应采取的营销策略 ,如美国人口老化所带来

的七大商业机会及美国老年市场按年龄细分的收

入特征等文献便是从不同角度介绍国外发展老龄

产业的实际经验 。[ 5] [ 6] [ 7] 客观地讲 ,虽然最初

介绍国外老龄产业的文献并不多见 ,但对学界对

中国老龄产业的理论研究起到的规范和借鉴作用

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起步的经济背景是 1990

年之后国民经济呈平稳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在不

断提高 ,而其人口背景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加

快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如上海、北京等逐渐

进入老龄化社会 ,促使学界对满足老年人市场需

求的关注 。学界最初的研究还并没有提出老龄产

业这一完整概念 ,当时比较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人

口老化与老年市场发展的关系 ,学者通过数据分

析认为 ,20世纪最后几年和 21世纪的前 20年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机 ,这一时期也是人口老

化最快的时期 ,由于老年抚养系数的持续上升 ,老

年市场将普遍看好。[ 1] 一些学者还将老年市场

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将其分解为衰老龄者市场、退

休老龄者市场和兴趣老龄者市场 ,并认为中国老

年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 ,因此需要按照市场

细分的原则加以科学和客观的细分 。[ 8] [ 9] (P311

-313)吴健安则对老年市场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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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做了定性的描述 ,认为老年市场有着其特殊的

消费模式 。[ 10] 另外 ,学者对转型时期人口老龄

化所带来的医疗保健需求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

认为它同样是老年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

不过 ,学者在承认老年市场潜力巨大的前提

下 ,也提出中国老年市场具有其特殊性 ,他们的消

费行为可以概括为多样化过程 、平稳化过程和退

行性过程 。多样化过程是指老年人的需求特征更

加趋于多样性 ,平稳化过程是指老年人消费范围

一般比较狭窄而固定 ,退行性过程是指增龄过程

中的老年人购买力在逐步减退 ,因此如何适应老

龄化发展特征来开拓市场是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

关键 。[ 12]

实事求是地讲 ,这一时期学界对老龄产业的

最初研究普遍对未来老龄产业发展持比较乐观的

态度 ,因此一些研究结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检验 ,

但上述研究对后来中国老龄产业的研究具有明显

的借鉴和推动意义。

2.老龄产业研究开拓阶段(1997—2000年)

老龄产业研究进入这一阶段的两个突出标志

是:一是老龄产业作为一个规范和完整的概念被

学界提出 ,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二是 1997年召

开的首届老龄产业研讨会对于推动与开拓老龄产

业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 ,学界更加关注老龄产业理论和

现实发展问题 ,其中引起比较深入探讨的是老龄

产业概念的界定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其界

定为为老年人口提供产品或劳务 、满足老年人口

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 ,包括生产、

经营和服务三个方面 ,其中老龄产业是许多行业、

部门的通称。[ 13] 政府部门的专家也是比较认同

上述老龄产业概念的界定 ,所不同的是 ,后者认为

老龄产业所涵盖的内容应更为广泛 。[ 2] (P4)老龄

产业所应涉及的基本领域也是这一阶段关注的重

要理论问题 ,较多文献集中分析和探讨未来中国

老龄产业所包括的行业或者服务种类 ,萧振禹和

陶立群将老龄产业的服务范围划分为 18个方面 ,

是国内比较早的探讨这方面内容的学者 ,他们呼

吁商家能够为老年人设计特殊 、符合老年人特征

的商品或服务。[ 14] 关于老龄产业体系 ,学者认

为 ,它基本涉及到一产 、二产和三产 ,主要包括农

业 、加工工业和服务业 ,农业为老年人提供特需的

农副产品 ,加工工业为老年人提供必需的生活用

品 ,服务业则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服务与设施 ,文

章特别指出制定老年市场营销战略对发展老龄产

业的经济作用 , [ 15] 这是至今学界对老龄产业体

系研究最为系统的文献。顾大男则将未来老龄产

业的发展方向归纳为制药业和保健服务业 ,家庭

服务业 ,日常生活用品业 ,人寿保险业 、健康保险

业和养老保险业 ,房产业 ,旅游业和娱乐业 ,金融

需求 ,教育产业 ,婚姻市场 ,以及其他特殊行业 10

类 ,上述行业也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巨大

商业机会 。[ 16]

这一阶段老龄产业的研究趋于理性化 ,对影

响老龄产业发展的各种因素给予了比较深入的思

考。学者们清醒地提出 ,我们在积极发展老龄产

业的同时 ,需要特别关注影响和制约我国老龄产

业发展的因素 ,其中部分学者对老龄产业的发展

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认为中国老龄产业发展

中的人口年龄构成因素对消费结构和市场结构的

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注重研究老年人随年龄

变化而引起的消费内容变化是开拓老龄产业的关

键。[ 17](P16)不过 ,从宏观层面上看 ,国家产业政

策的制定和完善是带动老龄产业的最基本和最主

要的要素 ,这也是我国老龄产业健康发展的可靠

保证 。[ 3]

这一阶段老龄产业研究呈现理性化特点的另

一个标志是 ,学界开始认识到出台老龄产业政策

对发展我国老龄产业的不可替代作用。学者认

为 ,老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 ,

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的老龄产业政策。

[ 18] 笔者认为 ,现有老龄产业发展所最为欠缺的

是缺少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政策引导 ,他特别指

出 ,产业发展导向 、投资政策取向 、行业规范与管

理等共同构成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 4]

(P63)此外 ,学者还通过北京和上海的实地调查资

料 ,提出了完善和改进为老服务的政策建议 ,这也

是学界比较早的利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老龄

产业问题的。[ 19] [ 20] (P399)

这一阶段还对特殊的老年市场给予了充分的

关注 ,有关老年特殊市场或者分类市场的研究文

献相对比较多 ,如老年人旅游市场 、老年人保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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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老年人家政市场 、老年人养老市场 ,等等 ,说明

学界已对老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市场进

行了定性的理论分析 ,或者定量的描述性探讨 ,鉴

于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 ,这里就不再展开作回顾

了。

3.老龄产业研究发展阶段(2001年以后)

2001年之后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进入了一个

发展的新阶段 ,老龄产业研究能够在短短三年后

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其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

2000年 8月份召开的“全国老龄工作会议”提出

了发展老龄产业的指导思想、原则 ,从而推动了学

界和政府对老龄产业领域的深入研究;二是老龄

产业的研究呈现了学界 、政府和商家的充分学术

互动 ,加强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和沟通 ,这是前两个

阶段所少见的;三是 2001 年初召开的“第二届全

国老龄产业研讨会”成为繁荣老龄产业研究的一

个重要契机。

这一阶段老龄产业的研究更加注重其应用性

和可操作性方面 ,尤其是关注老龄产业政策对开

拓 、培育老年市场的积极作用。我国老龄产业发

展不但面临着机遇 ,也将面临挑战 ,因此必须确定

适应我国国情的老龄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

思路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应采取的政策体系包括

建立和完善老龄产业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政府

的宏观引导 、管理和监督水平;建立社会化 、多层

次的老龄产业模式;发展老龄产业文化 ,培育老龄

产业新兴市场。[ 21] 值得肯定的是 , 学界经过深

入的调查与分析提出了发展老龄产业的具体政

策 ,包括法制制度保障 、财政投入 、专项基金建立、

税收优惠 、减免费用 、信贷优先 、吸引外资等具体

政策建议 , [ 22] 表明老龄产业研究更加侧重政策

的现实可操作性 。

关注老龄产业的优先发展领域是这一阶段老

龄产业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鉴于老龄产业在中

国起步于一片空白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相当落后 、

老年人及供养者收入低微 ,我们应当急需发展能

够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一些领域 ,老年服务业

和护理业应是老年产业的重中之重 ,这不仅能够

使长期照料护理社会化 ,提高老年人的社会质量 ,

同时也可以为老年产业的发展积蓄必要的经验 ,

促使其健康发展。[ 23] 同样 ,相关的政府部门也

认为 ,发展老年服务业 ,尤其是照料服务 、集中养

老服务 、紧急援助服务和文娱服务等是目前老龄

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这些老年服务业的开拓符

合老龄产业发展“低成本”和“近社区”的原则 。①

第三阶段老龄产业研究的另一个明显特点

是 ,研究不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界和相关政府

部门的重视 ,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商家对老龄产业

发展的兴趣以及投资。同时 ,老龄产业跨学科研

究的特点已初显出来 。

　　三 、现有国内老龄产业研究成果的评述

客观地讲 ,正如前面所述的 ,学界在短短的

10年间对老龄产业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

些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实际状况以及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现状与态

势 ,开拓了老龄产业研究的先河 ,使之成为老年学

以及相关老龄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二是学

界在老龄产业概念的界定 、老龄产业涉及的基本

领域 、影响老龄产业的因素、老龄产业发展的重点

领域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这

对于推动与完善老龄产业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三是现有老龄产业的研究开始关注其应

用性和操作性 ,同时受到了学界 、政府决策部门与

商家的普遍关注 ,这对于老龄产业研究的深入 ,尤

其是面向实际 ,是有借鉴意义的。

不过 ,从着眼未来老龄产业研究的角度上讲 ,

我们不可否认 ,现有老龄产业的研究存在着许多

明显的不足 ,它们主要包括:其一 ,现有老龄产业

的理论研究仍然呈现感性化的特点 ,一些文献中

的老龄产业理论探讨仍然趋于表面化 ,一些研究

结论主要是基于感性的认识 ,比如对一些老年特

殊消费市场的分析还基本停留在感性的分析上 ,

这些研究既缺少必要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持 ,也鲜

有深入 、有创新的理论思考 ,尤其是对老龄产业发

展的市场机理 、途径与模式缺少系统的理论探讨。

其二 ,宏观研究文献远多于微观研究文献 ,现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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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到的文献基本是注重宏观老龄产业的理论研

究 ,但却忽视微观或者个案研究 ,虽然前者的理论

探讨涉及到老龄产业的方方面面 ,但却存在着两

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 ,过多的总体研究不利于

老龄产业的深层次理论思考;另一方面 ,难以提出

有见解且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其三 ,现有的研究

文献还主要是以定性为主 ,对于老龄产业的某一

方面进行泛泛的探讨 ,缺少实证数据作必要的支

持 ,显示出定量研究的明显不足 ,即使部分文献所

涉及到的数据也基本是第二手的 ,这既不利于老

龄产业研究方法的创新 ,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数据的深入分析 。其四 ,从总体讲 ,老龄产业研究

缺少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

　　四 、未来老龄产业研究的展望

目前 ,我国老龄产业研究已进入了平稳发展

的时期 ,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我们对老龄产业的

认识还不够深入 ,发展老龄产业过程中的许多问

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展望我国未来老

龄产业研究的走向 ,我个人认为 ,应当强调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 ,老龄产业研究必须加强前瞻性的理论

研究 ,尤其是侧重研究未来中国老龄产业优先发

展的领域 。老龄产业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

域 ,因此需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深入探讨今后老

龄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集中财力 、物力 、人力满

足老年人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 ,这就要求学界

对发展老龄产业优先领域的可行性 、模式 、运作机

制等开展前瞻性的研究 ,以便按照现有国情规划

老龄产业的中长期发展 ,避免其发展过程中的盲

目性 。

第二 ,必须重视研究老龄产业发展与产业政

策之间关系 ,按照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来制定中

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老龄产业在我国还是一

个幼稚产业 , 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积极支持。

[ 24](P38)大量研究文献也表明 ,出台相应的老龄

产业发展政策是培育老龄市场 、开拓老龄产业的

关键 。不过 ,老龄产业政策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学

界对老龄产业发展与其产业政策之间的运行机

理 、方式与作用了解还比较肤浅 ,有待于更进一步

的探索与分析 。我们近期尤其需要研究老年服务

业的具体政策的制定 。

第三 ,必须将试点研究与总体研究有机地结

合起来 ,特别关注特定条件下发展老龄产业载体

的特殊形式 、内容 、手段等要素 ,以便能够将个案

成功经验有效地推广开来 。在发展老龄产业过程

中 ,适时地总结 、推广个案经验对于老龄产业整体

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深入研究与归纳成功个案推

广的适用性和普遍性是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不可

忽视的方面。

第四 ,应当提倡学界 、政府和商家携手联合攻

关 ,这也是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及必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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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and Review of Mature Industry Studies in China

LU Jie-hu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of mature industry in China , the research evolution of mature in-

dustry i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preparatory stage , starting stage , and development stage , among

which each has different research focuses and features.The author then makes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achie-

vements and limitations regarding mature industry studies and looks into the major orientations of mature indust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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