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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in the old-age health industry, which includes both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virtual finance, is a hot subject in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more than
100 documents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or CSSCI journals from 1998 to 2019,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analyzed. This will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participating in the old-age
health industry and launching linke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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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养老健康产业既包括实体经济部分也包括
虚拟金融部分。文章基于实体经济部分的研究状况，即以1998年到2019年发表在核心期刊或CSSCI期刊

文章引用: 白默, 姚巧玲, 郑宁艺.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研究文献综述[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5): 718-723.
DOI: 10.12677/ass.2019.85101

白默 等

上的100多篇文献为基础，进行文献回顾、统计分析和述评。文章为了解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的
情况和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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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理由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民间资本投资。这一部分已然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国有资本长期介入、
技术创新限制、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民间资本在投资渠道、投资深度以及投资效益等方面存在问题。
二是基于养老健康产业。从波特五力分析模型的角度来看，养老健康产业竞争较为激烈，由于产业
中企业存在多种合作关系，以及行业规模在不断扩大而打破了理论假设基础等原因，该产业中的企业平
均具有较为可观的盈利空间。我国的特殊国情，也导致了养老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有其特殊性。比如，
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需求加大，行业规模扩大，养老服务仍然供不应求，同时，随着经济
发展，2018 年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 28,22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7%，人民消费水平提高，越来越多
人追求价格合理的品质型养老服务。1 该产业目前竞争已经较为明显，行业的潜在进入者威胁较大，进入
壁垒较低，退出成本不高，国家政策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与养老服务提供者的议
价能力普遍不强，不同养老模式以及多样化的养老机构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选择。
尽管学界、业界、政界对民营养老机构、养老金融等进行了一些有益的讨论，但是对于民间资本参
与养老健康产业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整理了前人对该领域实体经济方面所做的工作和研究概况，
并对主要研究方向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讨论。

2. 文献统计与总述
为概括我国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研究热点，帮助确定养老产业研究方向和制定决
策，为从事养老健康产业研究和民间资本投资的人员查阅相关文献提供方便，笔者研究统计并分析了约
近 20 年(自 1998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国内核心期刊或 CSSCI 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选取共 169 篇。表
1 给出了相关文献的分类情况，这里共分了 3 大类、8 小类。从表 1 可对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的内
容分类以及我国研究应用的情况有个概括了解。
总体来说，在实体经济中，文献研究的视角更多集中于政府和社会效益层面，而对民营养老院的微
观经营研究较少；从时间分布上来看，相关文献研究多发表于 2013 年及以后，且增长趋势明显。
下面对这几个研究热点给以概括介绍。

3. 多方主体合作下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我国民间资本在参与养老健康产业时，往往需要借助其他领域的支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也有利
于提高民营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尽管存在成功案例，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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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the old-age health industry
表 1.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文献分类情况
大类及名称

文献数量

67

民营机构

99

多方联动

3

其他

小类及名称

文献数量

融资

9

营运

35

跨产业融合

23

医疗机构

21

政府

47

社区

20

多主体

10

文献综述

4

时间分布

169

合计

民间资本在与多方主体合作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和解决办法：
1) 资金问题不仅包括筹资难，也包括因为养老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原因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等。
多方主体的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比如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社区资源整合等方式。
2) 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涉及多方主体在合作前互相选择合作对象的问题，也涉及民营机构与消费者
进行服务沟通等。引入信息共享平台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3) 民营机构、政府、社区、机构工作人员等多方主体可能存在不作为、行为越位、不恰当作为等现
象，解决办法有明确角色定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监督和评估机制，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落实。
4) 养老健康行业中人才不足，尤其是医养护人员及相关高精尖人才。对于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社
会积极宣传，吸引人民从事该职业以及吸收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提高医护员工的积极性和成
就感，完善培训机制，加强人才培养。
其他特殊问题分类介绍如下：
1) 政府的支持
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政府主要采用了公办私营、购买养老服务、PPP 合作模式等引入民间力量。
相关文献主要从政府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而从民营资本的角度来看，主要需要进行自身的养老服务
定位，妥善经营，提供优质的服务，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
2) 医养结合
老人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问题严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需要医疗、护理相关服务，
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而部分养老机构希望解决老年人养老以及医疗护理的双重需
求，从而提供更完善的养老服务。
医保结算难，影响医养结合机构的运营，这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解决建议有：完善“医
养结合”型养老医保制度[1]，放开养老机构医保结算[2]。另外，对“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实施分类管
理[1]；针对消费者建立相关服务投诉机制[3]；基于医养机构不同的合作模式，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
[4]，都将有利于民间资本更好地参与该产业。
3) 社区居家养老
由于优质的养老机构在数量上不能满足我国众多老龄人的养老需求，加上老龄人的支付能力以及支
付意愿的限制等原因，社区居家养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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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社区运行过程中，针对收费困难问题，建议采取差异化定价的方案，从而保证民营机构的盈
利[5]。针对社区人力资源的问题，建议明确社工与义工的人员比例，并完善“社工带动志愿者”制度，
优化绩效方案，合理控制人力成本[6] [7]。

4. 民营企业或机构运营中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我国民营养老企业或机构发展较晚，在运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融资、跨产业融合、营运等，
相关研究给出了相应建议。

4.1. 融资
融资问题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养老健康产业本身具有一定的非营利性，在我国并未完全
放开市场化运作，所以，在民营养老企业或机构中，资金困难这一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目前主要的解决
建议有：
1) 拓展融资渠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单一或组合式项目融资方式，如 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BT(建设——移交)、ABS (资产支持证券)、PFI (民间主动融资)等[8] [9]；
2) 降低自身财务风险：借鉴国内外民营养老院或机构营运的成功模式，完善自身营运机制，以提高
利润及资金周转率；
3) 利用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如在长江经济带地区，试行跨区域建设的服务网络，提供医养协
同、转诊方便、分级诊疗的服务体系[10]；
4) 政府行为支持：加大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财税政策倾斜、地价优惠、财政资助、信用担保
等方面支持。

4.2. 跨产业融合
养老健康产业主要涉及医疗康健服务，而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为满足老龄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
需求，跨产业融合显得必不可少，目前主要涉足的领域有：互联网、金融、旅游以及地产。
与多方主体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类似，民间资本在跨产业融合时同样需要解决人才、
产品服务的质量、共建机制和责任分工等问题，其他特殊内容分类介绍如下：
与互联网的融合，是顺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建议以社会组织作为为老服务平台的主导力量[11]，
建设城市老年人口综合数据平台[12]，整合并积极调动各类资源，搭建可供参与、互动、评价和监督的良
性动态循环机制，可以同时发挥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不同养老模式的作用，提高服务资源的可及
性和共享利用率，既满足消费者需求，也有利于产业发展。
与金融产业的融合，一方面是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产品。笔者在
这里不单独展开。
与旅游产业的结合，一方面是由于潜在消费市场巨大，另一方面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及政策支持，刺
激旅居养老服务供给增加。但是旅居产业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仅需要加强思想宣传，还需要提高老年群
体的整体消费水平；同时该产业供需结构失衡，比如高端老年服务生产过剩，供给主体单一，产品结构
不合理等，需要根据市场调研情况针对性调整[13]。
与地产行业的结合，不论是养老地产还是以房养老，均因我国的财政政策有着一定的独特性[14]；从
对长三角养老需求的调查分析中，可以预测，以养老公寓为代表的养老方式市场需求日渐增加[15]。但某
些地区可能不适宜发展养老地产，开发商在进行选址时应综合考虑[16]。从投资主体来看，对于房地产企
业来说，欲涉足养老产业，可建立“居家养老住宅销售+养老地产特有经营+综合性商业租售运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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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的盈利模式，或采用服务集成商模式，提高盈利能力[17]；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若进军养老地产，
为规避进入风险，需要创新投资模式，借助创新性金融工具实现更多附加价值，例如发行类似 REITs 的
投资计划[18] [19]。

4.3. 营运
从民营资本参与设立的机构或企业角度来看，相关文献对其营运部分的介绍主要包括服务定价等方
面分析。
人们对机构养老满意度的首要影响因素是收费标准，收费标准和养老院满意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
关关系[20] [21]，建议养老机构在定价标准上应注意以下几点：精准定价，考虑投资者利益、消费者利益、
社会效益，赚取合理利润[22]；区域差异化定价，如建议根据城市退休职工平均工资来设定[20]；分级定
价，但我国服务内容及服务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尚未形成，且相关全成本核算有待深一步研究[23]。

5. 总结
文章在对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健康产业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结合笔者了解的情况和研究成果，就主
要研究方向作了简要介绍。笔者认为目前文献研究对参与养老健康产业方面的民间资本的盈利能力、运
营能力关注不够，而这可能正是民间资本在养老方面投资不够活跃的关键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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