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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调查

从 1999 年我国迈入人口老
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
不断加快 ， 专家预计 2050 年前
后，将达到 4.8 亿左右，超过总人
口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上人口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
就是说，老年人口将从现在 9 个
人中有一个发展到 3 个人中就
有一个。

2012 年 6 月，中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官员表示 ，“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
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
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
趋势”。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
于 “延迟退休 ”的大讨论迅速波
及了社会广众，这场大讨论的背
后，是已经日益凸显的各种养老
问题，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
老年生活的担忧。 事实上，社会
养老保险体系是社会保障制度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一个与全社会各个方面有密切
联系的复杂系统 ， 然而时至今
日，养老保险体系已不足以支持
整个社会的老去速度。

但是延迟退休，是否能救赎

早已亏空的养老基金？
人社部在 7 月 25 日上午召

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尹成
基表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将借
鉴国外经验，拟对不同群体采取
差别措施，并以“小步慢走”的方
式实施。 以此来回应社会的强烈
反响。

而另外一则重要的《意见》也
在 7 月面世———民政部发布 《关
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
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 根据《意
见》，国家将支持民间资本拓展居
家养老服务内容， 为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
康复护理等多方面服务, 民间资
本举办养老机构或服务设施将被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城乡建
设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和年度土
地利用计划， 并将合理安排用地
需求将加大对民间资本进入养老
服务领域的资金支持。

《意见 》无疑对于社会化的
养老服务产业是一个重大利好，
不过 ，好的政策背后 ，仍需要背
后一系列配套体系的建立健全，
如医疗、地产、生活配套服务。 关

于养老的话题探讨，实际上更是
一场体制创新、模式探索与社会
土壤改良的探索。

国家和政府的努力持续进
行 ，早在 “十一五 ”规划期间 ，国
家发改委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基金会的 “爱心护理工程 ”项目
纳入规划，积极协调国家有关部
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相关项
目的建设规划的编制和立项工
作，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而
近日北京市宣布，将出台养老服
务机构的准入标准，同时下半年
还将对养老规划展开调研 ，同
时 ，北京市社会办也透露 ，未来
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
将扩容 ， 其中年内计划推出的
5000 万投资项目即将公布。

通过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
务、补充养老服务不足已经在北
京试行两年，这就是外界熟知的
养老助残券，这也不得不说是一
次体制和模式的创新。

而作为北京市政府出资购
买服务的范本，养老券的使用效
率却渐渐偏离最初预想，绝大多
数使用在了购买食品和日用品

这种简单初级的消费，使用规则
和种种约束也令不少老人困惑。
在监督管理方面，北京市审计局
局长李颖津在北京市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作报
告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经审计发
现，养老券领用、发放、回收登记
记录不全，部分区县管理机构未
建账建档 ，养老券登记 、发放无
明细记录等问题。

国家层面的推动仍在继续 ，
9 月 14 日上午 ， 民政部部长李
立国与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
元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见证双
方签署《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合作协议》， 民政部和
国家开发银行将利用各自的资
源和金融优势 ， 联手推进国家
“十二五”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建设。

我们欣喜地看到，作为养老
问题的重要补充，公益组织和民
间力量已经开始登场。 中国最大
的社会化养老服务示范工程———
“爱晚工程”正在全国各地渐次铺
开。这项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世
纪爱晚投资有限公司两大实施主

体共筑、 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金
融支持的工程， 正在逐渐形成包
括：爱晚中心、爱晚论坛、爱晚信
息中心、爱晚网络、爱晚行动、爱
晚志愿者和爱晚专项基金等协调
互动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也
是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品牌化、创
造经营性社会的成功范例。

红十字基金会旗下的 “新型
社会养老模式” 曜阳养老项目已
在江苏、 浙江、 北京建成 3 处 ；
2011 年 4 月，民间组织北京乐龄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石景
山广宁街道成立了乐龄日间照
料中心……

这其中，也有个人的力量加
入。 2012 年 6 月，河南的一家养
老院开张，这家养老院是个人出
资 、 花光积蓄盖起的公益养老
院———这种 “雷锋式 ”的做法并
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遗憾的是，作为世界上唯一
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
我国服务于老年人的公益组织
数量很少，民间养老的诸多难题
依然待解。

（闫冰）

� � 有资料显示，截至 2011 年
底， 全国 60 岁及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接近 1.85 亿人， 占到总人
口的 13.7%。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还将进一步加深。 到 2030 年，
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
日本， 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
最高的国家。

看到这样的数据， 你是否有

提前规划老年生活的打算？
围绕着养老问题的话题一再

地被热议： 延迟退休制度设想到
底实行不实行，目前尚无定论。 但
估计对中国社保基金状况略有了
解的人， 都难掩担忧———如现状
不改变，养老基金亏空难填，自己
数十年后的老年生活可能保障乏
力， 生活质量会受到非常直接的

影响。
养老难题谁来解？你是否担心

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呢？对于可能
会成为养老服务重要力量的民间
机构你有怎样的期待？《公益时报》
与搜狐公益联手推出的“益调查”
结果显示，90.83%的网友担心自己
老无所养，超过八成的网友自己或
身边人都遇到过养老问题。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调查结果：

六万网友参与调查
九成担心自己老无所养

� � 本次调查从 9 月 26 日 10 时
至 10 月 8 日 10 时，共有 61902 位
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超
过九成的网友表示担心自己未来
的养老问题，怕老无所养。 5.45%的
网友则表示并不担心，已经考虑好
未来怎样养老。少部分网友表示没
想过未来怎样养老的问题，反正自
己还年轻。 网友“轩川寺苑”留言
说：两个孩子，要照顾四个老人，这
还是孝顺的，如果没人管你，那可
就惨了，能不担心吗。

在“你或者身边人有遇到过养
老问题吗？ ”的调查中，85.78%的网
友表示遇到过，养老问题很普遍也
很突出。 7.85%的网友则表示，目前
自己和身边人都还没有遇到过养
老方面的问题。 5.74%的参与调查
者表示，不曾留意过，不过以后会
更加关注身边人怎样养老。

大家对我国养老保障的现状
是否满意呢？ 82.19%的网友并不满
意。 11.46%的网友表示基本满意，
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仅有 0.69%
的网友表示很满意，还有部分网友
认为不好说。网友“dolphinyu”留言
说：希望我们的国家在养老的方法
上更多地借鉴西方社会福利保障
做得好的国家的方法。

养老方式有多种， 而大家更
倾向于怎样的养老方式呢？ 在参
与调查的网友中， 近六成网友都
选择了居家养老，35.47%的网友
选择了公立养老机构。 值得注意
和思考的数据是，仅有 4.31%的网
友选择了民间养老机构。

尽管选择民间养老机构的网
友并不多， 但大家还是对民间机
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有所期待的。

在“你对民间机构提供的养

老服务有怎样的期待？ ” 的调查
中，38.38%的网友希望民间机构充
分竞争， 提供满足不同需要的养
老服务。 34.16%的网友则希望更
加经济实惠。 还有 21.8%的网友希
望提供和普通社会福利机构有很
大区别的优质服务。

那么，在网友心中目前解决养
老问题的最好也最现实的方式是
什么呢？ 52.89%的网友认为应该取
消养老“双轨制”，让大众享受相同
的养老待遇。 18.27%的网友建议建
立更多公立养老院。 13.97%的网友
希望尽快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还
有部分网友期待国家政策更加支
持，大力扶持民间养老机构。 网友

“修身养心 205970”留言说：退休双
轨制不取消， 养老会成为社会问
题；差距太大，贫富不均，老年人没
有幸福感，年轻人没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