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早于1999年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已达到2.22亿人，老年人口抚养比达13.9%。预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
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2.43亿人，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15.8%，老龄化趋势进一
步加剧。

• 201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
见》、《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中国养老保障系统逐步完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
大。截至2015年底，中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85833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35361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0472万人。
预计到2020年，中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将达92380万人。

• 养老产业主要包括老年公寓建设、家政服务产业、金融服务产业以及医
疗就诊、医药保健品、家用器械、健康管理等老人医疗健康服务等。本报告主
要研究养老地产市场。

• 目前，中国养老市场存在4万亿元左右的商机，到2030年有望增加到13万
亿元，发展前景可观。在潜在利益及利好政策的推动下，部分房地产企业、保
险公司和多元化企业，以及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在中国布局养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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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养老产业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

• 一、医养结合成为主要模式：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同时在政策的支持下，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将成
为中国养老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养老机构将开办老年病院、康复院、医务室等机构，以满足老年人的医养需求
。

• 二、竞争更加激烈：在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养老服务市场门槛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标准也进一步放宽。这意味
着未来将有更多的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养老市场，中国养老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同时经营模式也将逐步发
展成熟。

• 三、中端消费市场逐步扩大：目前中国大多数资金都流入了高端养老市场，但高端养老机构价格不菲，只有极少
数的高收入人群才消费得起。中端消费水平的老人数量占比相对最高，中端消费市场将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力量
。随着养老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未来中端养老市场将逐步打开。

《2016-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分析，包括政策支持、养老保障、医疗保障、金融保障；
• 中国养老市场分析，包括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发展趋势等；
• 中国养老地产行业分析，包括发展现状、竞争格局、行业盈利模式、行业投资风险；
• 19家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以及在养老产业的布局情况和发展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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