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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居民的养老需求快速增长。 包括京沪
在内， 多地国资国企通过与社会资本成立混合所有
制公司，积极进入养老产业，不断丰富养老领域的服
务和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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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丰富服务和产品供给

国资国企进军养老产业
当前，国内居民的养老需求快速增长。 包括京沪在内，多地国资国企通过与社会资本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积
■
极进入养老产业，不断丰富养老领域的服务和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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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层面，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16年底设立健康产业投资公司，
主要负责养老、医疗健康等业务。 诚
通集团专门组建中 国 健 康 养 老 集
团，注册资本金达到100亿元。
地方国企层面， 北京的首钢、北
控等10家国企已参与全市的养老机
构建设，上海的上实集团、上海地产
和光明集团也推出了各种养老产品。
“国资国企进军养老产业，既是
履行社会责任， 也是积极探索新的
发展方向。 ”上海国资运营研究院副
研究员熊竞在该院举行的国资智库
沙龙上表示， 养老产业带有公益性
的成分，比较符合国企的定位。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
长朱海燕表示，截至2016年底，上海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57.79万人，占
户籍人口的比例为31.6％，是全国老
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预计上

海的养老需求在2030年左右迎来高
峰。 满足这些需求光靠政府不行，要
花大力气激发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
根据上海国资运营研究院的报
告，目前国资国企试水养老产业，主
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
与社会资本成立混合所有制公
司。 如上海地产与万科公司、上海中
医药大学等， 联合发起成立上海申
养投资管理公司， 专注于养老运营
服务。 申养公司负责人严栋说，目前
该公司已推出4大类养老产品，在上
海布局30多个项目。
通过债券和基金等金融方式，
介入养老产业。 今年上半年，由河南
许昌市投资总公司申请发行的养老
产业专项债券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此外， 光大集团也与地方政府合作
成立投资基金，投向养老产业。
组建专门的养老公司， 探索医

养结合。 如上实集团在上海崇明东
滩开发了专门的养老社区， 并引入
瑞金医院提供各种医疗服务。
虽然硬件设施能在较短时间内
得到完善， 但缺乏足够的人才储备
是国企进军养老产业的一大短板。
今年6月底，上海亲和源养老社区与
公益组织合作， 从全国高校中招收
约20名应届毕业生， 启动养老人才
特训营。 亲和源负责人奚志勇说，国
内一线的养老院院长中， 拥有本科
以上学历的还很少。 通过培训等手
段， 吸引年轻优秀人才加入养老产
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在一些专家看来， 当前养老产
业对于国企来说还是一项“非主流”
的投资项目。 随着软硬件设施的逐
步完善，预计“十三五”期间会有越
来越多的国企把养老作为主营业务
来培养和发展。

8月9日上午，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与
计量测试所走进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
休养所，开展“拥军敬老献真情 计量惠
民送爱心”感恩慰问活动，为离退休干部
提供免费验光、配送老花镜服务，共配送
老花镜30多副。
■

记者陆春涛摄

农村丧偶老年女性亟待关爱
宿扬高速月底通车
宿扬高速淮安段全长
3.465km，采用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 设计速度
120km/h。 工程于2015年4月
正式开工，将于今年8月底建
成通车。 宿扬高速建成通车
后，将是皖东北及苏北徐州、
淮安、宿迁通往上海、苏南、
苏中地区的快速通道。 图为
宿扬高速黄花塘枢纽鸟瞰。
■

记者曹政
通讯员彭蕾龚健

人物：

赵春海

职业：

服务社区
■

记者胡凌轩

再过几年，赵春海就退休了。
退休后干什么？ 不少同事建议他
办一家辅导班， 或者到辅导机构
任课。 对此，赵春海都不认同。 他
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服务社区，
为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赵春海说，如今老人退休后
大多是老两口居家养老，所居住
的小区、社区是老人晚年生活的
主要环境。“可现在，很多小区的
业委会形同虚设，没有真正发挥
作用。 ”赵春海举例，他所居住的
小区， 就存在楼道经常堆满杂
物、电梯时常罢工等问题，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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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余热

委会反映也没有效果， 所以，他
决定退休后投身社区服务工作，
一方面行使监督职能，维护业主
的权利，另一方面，服务社区，为
业主服务。
“对于我这样的选择，或许有
人会说我是没事找事， 但我不这
么认为。 ”赵春海说，社区是社会
最基层的组织， 就像人身上的一
个个细胞，只有基层健康发展了，
社会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我监督
社区工作， 行使的是作为业主的
权利， 同时也为社区整体环境的
提升服务。 ”
赵春海说， 除了行使监督的
职能， 他还准备将社区志同道合

的老同志们组织起来， 组织合唱
团、掼蛋俱乐部等。“老人应该有
自己的生活， 老人的生活应该是
多姿多彩的，不能总围着子女、孙
子孙女转。 ”
赵春海还遐想着， 退休后做
个社区宣传员。“年纪大了，很多
事干不来了，但我擅长写写画画，
能绘制社区黑板报、宣传栏，还能
书写通知等， 这也算是在晚年发
挥特长服务社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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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人群达2572万
中国有多少农村
老龄丧偶女性？ 答案是
2572万。 有研究指出，
她们需要特殊的支持
和帮助。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银锋近日的研究 《当
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新特
点》提出上述观点。
研 究 将 65 岁 以 上
的人口界定为“老年人
口”， 其占比为10.5%，
共1.44亿。 张银锋研究
发现，依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
2015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65岁以上农村女性
丧 偶 比 例 高 达 44.1% ，
再加上未婚和离婚的
人数，有近一半的农村
老龄女性处于无配偶
的生活状态。
研究显示，乡村老年
男性和女性的数量比为
55.5:100， 约相当于男性
数量仅为女性数量的二
分之一。 而在城市，老年
男性数量约为女性数量
的三分之二。
这与老年男性的
死亡率高于女性有关，
数据显示，从65岁到99
岁各年龄组，男性的死
亡率均高于女性。 张银
锋总结，“随着年龄 增
加，老年男性人口的减
少速度快于女性，于是

便出现了‘年龄越大，
性别比越低’ 的现
象。 ”
具 体 而 言 ，65-84
岁低龄老年人口性别
比 为 94.35，85-99 岁 高
龄老年人口性别比则
下 降 到 62.95，100 岁 及
以上老年人口的性别
比仅为27.97。
其中，乡村老年男
性的死亡率又高于城
镇，达40.6‰，这导致了
农村老年女性的丧偶
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老
年人口。
一项针对某行政
村共121位丧偶老年女
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她
们面对的困难包括经
济支持脆弱、患病时被
照料情况值得关注、精
神慰藉支持状况一般
等。
全国妇联副主席
崔郁也曾说，目前农村
一些地方在村规民约
中对丧偶妇女及其子
女作出歧视性规定，不
给这些妇女应有的征
地补偿和集体收益分
配，使她们成为事实上
二等公民”。
的“
张银锋提出，对于
这样一个特殊的弱势
群体，政府和社会都应
给予充分的帮助、支持
和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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