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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不断加速。但在实际发展过程

中，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不足依然是主要制约因素。本研究依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

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主要分析了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构成，以及养老

服务需求意愿，认为收入水平低、供需失衡、市场细分不足、市场信息了解不足等是制约老

年人消费的主要原因，需要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加快老龄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主

动健康”服务市场发展，加快发展老年文化体育消费市场，并加快本土创新，不断提高老年

人的消费能力，加强对老年人的消费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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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ilver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the lack of consumption demand is still the main re‐

stricting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 industry.Using data of“The Fourth Sample Sur‐

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

sumption expenditure leve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demand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low income level, the im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insufficient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lack of market inform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re‐

stri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elderly,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for the elderly,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active health”service market,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ulture and sports consumption market, and speed up local innov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the elderly,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consumption for the elderly.

Keywords: the elder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requirement desire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快速发展的老龄化水平将在未来较长一

段时间内存在。共同推进老龄事业与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群体日益增长与更

加多元化的老年生活需求，已经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党俊武，2018）。近年来，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来加快推进老龄事业与产

业的发展（马岚，2018），包括鼓励民间资本发展老龄产业、优化老龄产业组织、规范老

龄产业市场秩序、鼓励老龄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等，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政

策背景和市场经济环境。老龄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社会资本投入老龄

产业市场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老龄产业的发展在短短十几年内有了大幅提升。

但从老龄产业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依然存在着种种现实问题。一方面，在满足老

年人刚性需求的医疗健康、康复护理等产业领域，目前的模式依然是以治疗为主的“被

动医疗、护理”模式，老年人的医疗、护理费用支出较大，从全生命周期围绕“主动健康”

目标进行的预防性医疗健康服务、提升健康素养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不足，激发老年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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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康素养，加强自身健康管理的消费引导不足。另一

方面，随着老年人内部群体更替，新进入老年群体的老年

人精神文化娱乐需求逐渐显现，老年人在休闲娱乐、体育

健身等方面的需求逐渐释放，但产品与服务供给明显不

足。为了准确把握我国老年人的消费与需求状况，进一步

分析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及需求意愿，有的放矢地引

导和刺激老年人包括生活、健康、康复、护理、文化娱乐以

及休闲体育等在内的产品与服务消费，本文依据“第四次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我国

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构成以及养老服务需

求意愿，对制约我国老年人消费与需求意愿的主要原因

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加快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与提升老

年人消费水平与需求意愿的相关建议。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 2015 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

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本次调查紧紧围绕老年人生活

状况和养老服务需求，重点了解城乡老年人健康、照料护

理服务、家庭、经济、社会参与、维权意识与行动、宜居环

境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状况。调查按照“分层、多

阶段 PPS、等概率”近似自加权样本抽样设计，采取入户

访谈和调查问卷方式收集数据。调查范围为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样本分布在

466个县（区），1 864个乡镇（街道），7 456个村（居）委会，

首次实现覆盖全国范围的调查目标。调查对象为居住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60 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样本

规模为 22.368 0 万，抽样比约为 1‰。调查实际回收样本

22.270 3 万 ，有效样本为 22.016 9 万 ，有效样本比为

98.8%。其中，城镇 11.454 7 万，占样本的 52.0%；农村

10.562 2万，占样本的 48.0%。样本结构合理，具有全国代

表性，可根据此样本情况推断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消费支出

老年人消费支出，指老年人实际消费过程中的各种支

出，本文主要界定为老年人自己实际支付的各类支出。老

年人消费商品和服务种类繁多，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

民各种消费的归类，将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划分为 8 大类，

包括食品烟酒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居住支出、衣着支出、

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

支出、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此外，根据调查中老年人消

费支出的行为习惯，还增加了家庭内的转移支出，共 9类。

具体来看：食品烟酒支出主要包括烟酒、化妆品、洗

漱用品以及每月食品等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主要包括药

费、住院费以及购买辅助器具等支出；居住支出主要包括

房租、取暖费、物业费、装修费等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主

要包括出行及日常通信联系等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

出主要包括雇佣保姆/钟点工/护工、购买家具家电等支

出；衣着支出主要包括服饰、鞋帽等支出；教育文化和娱

乐支出主要包括读书看报、教育培训等支出；转移支出主

要指家庭内部成员的转移性支出等。

2.2 消费结构

老年人消费结构，指老年人消费过程中各种消费支

出占总消费的比例。

3 中国老年人消费支出状况分析

3.1 老年人消费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享受与发展型消费

支出较低

数据分析显示，2014 年我国老年人总体消费支出为

人均 13 226 元/年。其中，食品烟酒支出、医疗保健支出、

转移支出与居住支出位于前 4 位，4 项支出超过总支出的

80%。食品烟酒支出为人均 6 210 元/年，占总支出的

46.95%；其次医疗保健支出为人均 2 819 元/年，占总支出

的 21.31%；排在第 3、4 位的是转移支出与居住支出，分别

占总支出的 8.14% 和 7.95%；衣着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

生活用品及服务与其他用品及服务等支出较低，4项支出

总和不足总支出的 10%（图 1）。总体来讲，我国老年人消

费仍以生存消费为主，享受型消费支出份额还很低。

图1 全国老年人各类消费支出情况及占比

Figure 1.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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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老年人消费支出增长迅速，但总体依然低于城市

老年人

2014 年，我国城市老年人消费支出为人均 17 699 元/

年，农村老年人为人均 8 370 元/年。与 2000 年相比，城市

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增加了 1.5 倍，农村老年人增加了 3.2

倍，农村增速明显大于城市。但与城市老年人消费支出

相比，农村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仍然较低，2014年前者是后

者的 2.11倍，城乡老年人人均年消费支出差异巨大（图 2）。

此外，城乡老年人的消费结构差异巨大，特别是在教

育和文化娱乐方面，两者差距更大。数据显示，城市老年

人教育文化娱乐的人均支出为 711 元/年，而农村老年人

仅为 70 元/年，前者是后者的 10.15 倍；生活用品及服务支

出方面，城市老年人是农村老年人的 5.36 倍；转移支出方

面，城市老年人是农村老年人的 4.49 倍；食品烟酒支出与

居住支出方面，城市老年人也超过农村老年人 2 倍；城乡

老年人消费支出差距最小的是医疗保健支出，城市老年

人人均为 3 294 元/年，农村老年人人均为 2 305 元/年，前

者是后者的 1.43倍（图 3）。

3.3 男性老年消费支出普遍大于女性，特别是反映社交活

动的支出方面

2014 年，我国男性老年人消费支出为人均 14 208 元/

年，女性老年人为人均 12 328 元/年，前者为后者的 1.15

倍。从消费结构来看，在食品烟酒支出、转移支出、居住

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与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男性老年

人普遍高于女性老年人；特别是在交通和通信支出、转移

支出与食品烟酒支出方面，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差距更

为明显，前者分别是后者的 1.44、1.31 和 1.24倍；而在医疗

保健支出、衣着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等方面，女性老

年人的消费支出则明显高于男性（图 4）。

3.4 低龄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医疗保健支出随年

龄呈倒“U”型结构

2014 年，各年龄段老年人消费支出最高的是 60～64

岁，人均 13 885元/年，最低的是 8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均

12 055元/年。从消费结构来看，老年人消费支出受年龄影

响较为明显，各分项消费支出基本呈线性变化，居住、交通

和通信、衣着、教育文化和娱乐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

支出随年龄增大而降低；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年龄

增大而升高，80岁以上老年人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明

显升高；医疗保健支出则随年龄呈倒“U”型结构，由 60～

64 岁人均 2 505 元/年，逐渐增加到 80～84 岁（图 5）人均

3 211元/年，85岁及以上老年人则下降到人均2 900元/年。

3.5 老年人消费支出随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且在教育文

化和娱乐支出方面差距最大

教育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消费支出的重要变量，不同

教育程度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差距非常明显。从消费支

出的总体情况来看，本科及以上老年人人均消费支出为

36 790元/年，最低的是未上学老年人，人均仅为8 829元/年，

两者相差 4.17 倍。从消费结构来看，不同教育程度老年

人在医疗保健支出与衣着支出上差距较小，在食品烟酒

图2 2000—2014年城乡老年人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2.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2000 to 2014

图3 城乡老年人老年群体各类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3.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

图4 分性别老年人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4.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of Different

G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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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转移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等方面差距则较为

明显；与未上学老年人相比，本科及以上学历老年人在食

品烟酒支出方面是其 3.63 倍，在转移支出方面是其 14.3

倍，在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则高达45.16倍（图 6）。

3.6 失能老年人消费支出水平最高，且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占比最高

2014年，我国完全失能老年人消费支出为人均 15 320

元/年，自理老年人为人均 13 119元/年，完全失能老年人消

费支出高于其他群体，其次是能自理老年人。完全失能老

年人医疗保健支出最高，为人均 6 805 元/年，教育文化和

娱乐消费支出仅为人均 44元/年。完全失能与半失能老年

人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44% 和

41%，是医疗保健消费的主要群体，同时生活用品及服务

也明显高于能自理老年人。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是医疗

健康、康复护理服务的刚需人群，但同时也是生活辅助器

具和用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此外，在从目前失能与半失能

老年人的消费结构来看，精神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极

其有限，市场需要在关注这类人群刚性需求的基础上，也

需要进一步满足这部分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需求（图 7）。

3.7 老年人的消费支出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生活困难

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支出最高

2014年，我国生活宽裕老年人消费支出为人均 18 645

元/年，收入够用老年人消费支出为人均 13 140元/年，生活

困难老年人消费支出为 10 039 元/年，生活宽裕老年人消

费支出是生活困难老年人的 1.86倍。

不同收入群体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存在各自的特征：

生活宽裕老年人食品烟酒支出、转移支出、居住支出与教

育文化和娱乐支出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但医疗支出比例

却低于其他群体；生活困难群体食品烟酒支出、医疗保健

支出与居住支出占很大比重，特别是医疗保健支出明显

高于其他群体，同时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也明显低于其

他群体，人均仅为 59 元/年；各分项消费支出基本随收入

水平提高而增加，但是医疗保健支出呈反向变化，尤其是

困难群体医疗保健支出比例为 36.24%，几乎达到了食品

烟酒支出比例（41.57%）；另外，从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来

看，生活困难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极度匮乏（图 8）。

从目前各类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来看，除去基本的食

品烟酒支出，医疗保健需求依然是占比最高的消费支出，

但这部分医疗保健支出主要是老年人用于购买药品、诊

疗、住院的消费，是疾病发生后的治疗费用，其中老年人

用于预防保健为主的消费比例非常低。从完善“主动健

康”服务体系来看，降低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的有效途径

就是提高健康素养和健康管理能力。但目前无论是健康

服务体系还是健康服务市场，在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

疾病预防等方面的服务和产品供给都非常有限，引导和

促进老年人消费的市场环境明显不足。

图7 分自理程度老年人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7.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at Different

Health Conditions

图6 分教育程度老年人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6.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at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图5 分年龄老年人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5.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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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状况分析

我国正在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本次调查中，重点

调查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情况和对“家庭养老、

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养老方式的选择情况。这里的家庭

养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全依靠家庭成员承担养老

责任，更多的是一种养老地点与环境的选择。老年人在

家庭中既接受家庭成员的赡养、照料及心理慰藉，也可以

根据老年人身体及家庭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此外，问卷还调查了老年人对机构养老价格

的选择与需求情况。

4.1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主要集中在高龄、失能、生

活困难、未上过学及没有配偶等群体

从日常生活照料的整体需求状况来看，我国老年人

日常生活照料平均需求比例为 15.22%，其中农村需求比

例为 16.38%，高于城市需求比例（14.14%）。从分群体来

看，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老年人群体主要集中在完全失

能、半失能、生活困难、未上过学、没有配偶以及 75 岁以

上。其中，完全失能老年群体需求率高达 96.67%，半失能

老年群体需求率高达 78.35%，而有自理能力的老年群体

需求率仅为 10.18%；85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日常生活需

要照料的比例则超出一半以上，达到 53.18%（图 9）。

4.2 居家养老依然是我国老年人主要选择的养老方式，社

会化养老方式的需求比例依然较低

本次调查的养老方式主要有 3 种：居家养老、养老机

构养老与社区养老。数据显示，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需

求比例最高，高达 82.05%；其次是养老机构养老，需求比

例为 4.38%；社区养老需求比例仅为 2.13%。特别是农村

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比例达到 88.47%。

从分群体老年人来看，收入、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是

影响养老方式的重要变量。家庭养老需求意愿随着老年

人年龄增大而逐渐增强，而养老机构与社区养老需求意

愿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大反而逐渐减弱（图 10），年龄越大

的老年人更希望家庭养老。随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越低，未上学老年群体家

庭养老意愿最高，达到 87.98%；本科及以上老年群体家庭

养老意愿最低，为 59.63%，而养老机构养老意愿与社区养

老意愿则随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图 11）。

图8 分经济状况老年人消费支出情况

Figure 8.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Financial Situations

图10 不同年龄段群体养老方式需求状况

Figure 10. Supporting Model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图9 分年龄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需求状况

Figure 9.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Daily Lif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图11 分教育程度老年人养老方式需求状况

Figure 11. Supporting Model of the Elderly at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此外，尽管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群是机构养老的主

要服务群体，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类老年人仍然主要

选择家庭养老，其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分别高达 87.56%

和 90.28%。

4.3 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价格期望水平远远低于市场

普遍价格，消费水平与意愿较低

本次调查将养老机构费用共分为 5 个档次（图 12）。

54%的老年人认为，养老机构费用在 1 000元以下/月时可

以承受；30% 的老年人认为，费用在 1 000～1 999 元/月时

可以承受；11% 的老年人认为，费用在 2 000～2 999 元/月

时可以承受；3 000元以上/月的养老机构费用，仅有 5%的

老年人可以接受。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费用期望水平

在 3 000元/月以下的占到 95.15%，在 2 000元/月以下的占

到 84.23%，反映出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费用期望水平

基本在 2 000 元/月左右，且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对养老机

构费用期望水平在 1 000 元左右，远远低于目前市场上养

老机构的普遍价格。

此外，城乡老年人对养老机构价格期望水平的差距

也非常大。对于城市老年人，费用在 1 000 元以下/月时

41.19% 的老年人可以承受，费用在 1 000～1 999 元/月时

37.68% 的老年人可以承受，费用在 2 000～2 999 元/月时

14.61% 的老年人可以承受，即费用在 3 000 元以下/月时

有能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占 93.47%；而对于农村老年人，能

够承受 1 000 元以下/月就占 86.52%，费用在 2 000 元以

下/月有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占 97.56%，农村老年人对养老

机构费用承受能力普遍更低（图 13）。

5 制约我国城乡老年人消费和需求意愿的主要因素

5.1 老年人整体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有限

我国老年人收入主要来源于 4 个方面：保障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从目前情

况来看，保障性收入方面，虽然经过十几年的连续上涨，

养老金水平持续增加，但由于“三支柱”体系中的第二支

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仅仅依靠第一支柱仍然很难大

幅度提高老年人收入，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第一

支柱的增幅也在逐步减小，保障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在

经营性收入方面，由于合同法和劳动法并没有将退休人

员再就业编入到保护范围，再就业老年人以及用人单位

都不能依法享受其权利或者承担应有的义务，老年人再

就业缺乏法律保护，通过再就业增加老年人收入也非常

困难；老年人的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也不是老

年人收入的主体部分。整体来看，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现

实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与意愿。

5.2 老年人消费与供给之间差异明显，不足以充分刺激老

年人消费需求

近年来，我国老龄产业有了快速发展，但整体上发展

依然滞后，尤其是老年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依然不

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与需求。从养

老服务来看，82.05% 的老年人愿意居家养老，仅有 4.38%

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但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是机

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则比较缓慢，难以满足广

图12 老年人养老机构养老费用需求状况

Figure 12. Expected Price of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the Elderly

图13 城乡老年人养老机构养老费用需求状况

Figure 13. Expected Price of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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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群是机构养老的主

要服务群体，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类老年人仍然主要

选择家庭养老，其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分别高达 87.56%

和 90.28%。

4.3 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价格期望水平远远低于市场

普遍价格，消费水平与意愿较低

本次调查将养老机构费用共分为 5 个档次（图 12）。

54%的老年人认为，养老机构费用在 1 000元以下/月时可

以承受；30% 的老年人认为，费用在 1 000～1 999 元/月时

可以承受；11% 的老年人认为，费用在 2 000～2 999 元/月

时可以承受；3 000元以上/月的养老机构费用，仅有 5%的

老年人可以接受。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费用期望水平

在 3 000元/月以下的占到 95.15%，在 2 000元/月以下的占

到 84.23%，反映出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费用期望水平

基本在 2 000 元/月左右，且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对养老机

构费用期望水平在 1 000 元左右，远远低于目前市场上养

老机构的普遍价格。

此外，城乡老年人对养老机构价格期望水平的差距

也非常大。对于城市老年人，费用在 1 000 元以下/月时

41.19% 的老年人可以承受，费用在 1 000～1 999 元/月时

37.68% 的老年人可以承受，费用在 2 000～2 999 元/月时

14.61% 的老年人可以承受，即费用在 3 000 元以下/月时

有能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占 93.47%；而对于农村老年人，能

够承受 1 000 元以下/月就占 86.52%，费用在 2 000 元以

下/月有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占 97.56%，农村老年人对养老

机构费用承受能力普遍更低（图 13）。

5 制约我国城乡老年人消费和需求意愿的主要因素

5.1 老年人整体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有限

我国老年人收入主要来源于 4 个方面：保障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从目前情

况来看，保障性收入方面，虽然经过十几年的连续上涨，

养老金水平持续增加，但由于“三支柱”体系中的第二支

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仅仅依靠第一支柱仍然很难大

幅度提高老年人收入，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第一

支柱的增幅也在逐步减小，保障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在

经营性收入方面，由于合同法和劳动法并没有将退休人

员再就业编入到保护范围，再就业老年人以及用人单位

都不能依法享受其权利或者承担应有的义务，老年人再

就业缺乏法律保护，通过再就业增加老年人收入也非常

困难；老年人的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也不是老

年人收入的主体部分。整体来看，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现

实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与意愿。

5.2 老年人消费与供给之间差异明显，不足以充分刺激老

年人消费需求

近年来，我国老龄产业有了快速发展，但整体上发展

依然滞后，尤其是老年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依然不

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与需求。从养

老服务来看，82.05% 的老年人愿意居家养老，仅有 4.38%

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但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是机

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则比较缓慢，难以满足广

图12 老年人养老机构养老费用需求状况

Figure 12. Expected Price of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the Elderly

图13 城乡老年人养老机构养老费用需求状况

Figure 13. Expected Price of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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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年人的需求。从养老机构来看，84.23% 的老年人认

为自己能够承受的费用在 2 000 元以下，而目前我国养老

机构的发展高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大量老年人需要的中

低端养老机构发展则比较缓慢，与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

需要有很大差距。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来看，上门看病

需 求 率 达 38.08%，农 村 接 近 50%，上 门 做 家 务 达 到

12.04%，康复护理服务达到 11.32%。但这些服务只有部

分社区提供，大量社区供给短缺，很难引导与激发老年人

及其家庭的消费需求。

5.3 供给市场细分不够，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难以

满足

由于文化水平、经济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健康状况的

不同，老年人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在普遍性之外，还

存在特殊性、差异性等。特别是随着老年群体内部不同

出生队列的更替，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与中高龄老年

人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经济收入明显增强，

其需求种类更加多元。数据分析显示，与高龄老年人相

比，低龄老年人在居住、交通和通信、衣着、教育文化和娱

乐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明显较高。但从老年消费品市场来

看，很多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

求。如老年用品，老年人刚性需求较大的康复辅具、保健

品、护理用品等种类较多，社会认知度较高，但老年精神

文化娱乐产品较少（伍小兰 等，2015）。另外，在养老服

务市场，针对半失能、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性护理服务的

高端机构较多，但中端养老机构较少，专门针对术后老人

的上门康复护理、针对失能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机构以及针

对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则相对更少（王莉莉 等，2015）。

5.4 老年人消费信息来源不足，缺乏对消费市场的充分

了解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老年人有购买相关产品和

服务的意愿，但却对目前市场上供给的产品和服务缺乏

了解，并且购买途径单一，很难对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产

生购买冲动。一方面，大部分老年人的消费观念相对比

较保守，他们倾向于谨慎消费，喜欢“货比三家”或者实体

店购买。同时，老年人消费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对熟悉品

牌的依赖性，老年人尝试或者更换品牌的难度相对较大，

整体消费欲望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老年人的消

费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与网络购物的普及，老

年人适应这种新的购物方式与购物体验的情况相对较

差，因此消费圈层比较有限，很难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与

消费领域。

5.5 消费乱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信心

目前，我国老年消费市场的市场监管与秩序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个别企业针对老年人认知辨别能力

较低进行的金融诈骗、保健品推销，包括部分厂家以次充

好，或夸大产品效用来骗取老年人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整体老年消费市场的消费环境（汤哲，2019）。这与

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市场行业标准比较欠缺、市场监管还

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老年人的消费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

障，受到侵害之后很难获取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

年人的消费信心与消费欲望。

6 主要对策建议

6.1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

1）逐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切实落实全民参保

计划。根据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不断提高老年人养老

金，同时建立科学的养老金调整机制，与经济发展状况、

财政收入、物价水平、生活成本相适应，确保老年人的养

老金替代率处于合理区间。2）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发展

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性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养

老保障，切实建立起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3）不断完善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在不断提高整体老年人收入

的同时，确保经济困难老年人的生活收入来源。此外，提

高老年人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也是

提高老年人消费的重要举措。在经营性收入方面，农村

可依托土地和资源环境等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乡村

休闲旅游产业等，有效提高老年人收入；城镇可实施渐进

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府制定

完善的配套措施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鼓励有一技

之长的老年人积极发挥余热；同时，努力建立老年人才开

发服务管理体系，为老年人谋求再就业提供信息平台（魏

瑾瑞 等，2019）。在转移性收入方面，弘扬孝亲敬老美

德，增加子女对老年人的孝心经济保障。通过各种媒体

大力宣传孝文化，将孝亲敬老纳入教材，给予孝亲敬老子

女以精神奖励，通过将赡养老人和子女利益挂钩等方式

促进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保障。

6.2 完善老龄产业政策，加快老龄产业发展

1）树立问题导向，加快建立老年人需求迫切的养老

服务和老龄用品产业标准，出台扶持政策。应尽快出台

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需求量大的卫生健康、精神慰

藉、生活照料等服务和用品标准和规范，确保服务品质和

用品质量。同时，将上述服务和用品纳入国家相关产业

扶持范围，研究制定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等优惠扶持政

策，推动其快速发展。2）重视区域差别，出台差别化区域

老龄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在制定老龄产业扶持政策时，

应着力向中西部倾斜，加大对中西部的资金支持，并形成

稳定的增长机制（李志宏，2018）；给予中西部更加优惠的

税收优惠、信贷支持、补助贴息、土地供应等政策，加快中

西部地区的老龄产业发展。3）突出城乡视角，加大对农

村老年人的服务和用品供给。在加强消费引导，提高农

村老年人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的同时，应加强供给侧改

革，加大对农村老年人服务和用品的供给，如运用财政、

贸易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和组织

工商联手，提供适合农村老年人消费特点的服务，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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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靠、物美价廉的用品，并提供满足农村老年人需求的

流通和售后服务，以此满足农村老年人的需求。

6.3 创新服务理念与方式，推进“主动健康”服务市场发展

要根据老年人的医疗、健康与康复护理服务需求，既

要满足老年人失能、失智以及术后康复的刚性服务需求，

加快中端、专业型护理机构的发展；还要根据老年人的普

遍服务需求，培育一些规模小、灵活度高、遍布街道社区

的中小型养老服务机构，特别是在一些细分的服务市场

领域。如老年护理、卫生保健、健康咨询、体检等服务领

域，也应该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小型护理机构、保

健中心等，以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需求。更

重要的是，要创新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从积极预防、主

动健康的角度，从引导与满足老年人疾病预防、健康管理

的需求出发，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机构覆盖能力强的优势，

让“医养结合”在基层、在社区层面，充分发挥作用。重点

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疾病预防、急病诊治、康复护理

等服务需求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

服务站给他们提供日常的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知识讲座

等服务（杨成钢 等，2017）。此外，还可以鼓励有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门诊部向以老年康复为主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转型，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康复、护

理等需要。

6.4 促进中端消费，扩大居家养老服务市场

1）要以点带面，加快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产业。

在机构养老服务快速发展的同时，可以以点带面，发挥机

构向居家的延伸服务，特别是助餐、助浴、康复护理、日间

照料等服务。2）要加强监管，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要着重加强服务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可以充分发挥

行业协会的作用，协助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范，发挥行业

维权作用。另外，还要不断加强老龄服务的行业监管，健

全养老服务机构的行业准入、退出、监管机制，尤其是要

建立健全社会评议和公示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对养老服

务机构的人员、设施、服务、管理、信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

价，并向社会公布检查评估结果，确保养老服务机构的功

能落实到位。不仅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更重要

的是确保老年人得到规范标准的养老服务。

6.5 加快本土创新，提高老年用品的有效供给

1）要充分细分市场，丰富老年用品种类。要针对老

年人需求特殊性、差异性、多样性较大的特点，充分进行

市场调研，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和精准的市场细分，做到

“以需求为导向”来开发和设计多样化、个性化、人性化的

老年用品。2）要加快本土创新，提高老年用品的有效供

给。要加大对老年用品的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老年人

助听、助行、助浴、移位、康复、电子科技产品等技术含量

较高的老年用品的基础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化以及产

业化推广，形成“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产业链条。通

过本土化的科研创新，丰富产品种类，降低产品成本与价

格，提供更多既能满足老年人需要，又能满足老年人消费

水平的老年用品。3）要优化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

要建立老年用品产品目录，完善老年用品的质量标准体

系，不断提高老年用品的产品质量。要加大对老龄用品

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注册商标和专利产品的保护，维

护企业利益，鼓励企业进行大胆创新。同时，要加大市场

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和产品认证制度，充分保

障老年消费者的消费权益。4）要着力扶持本土企业，打

造民族品牌。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政府补贴等扶持手段，

支持国内老年用品制造企业的发展。5）要拓宽老年用品

的宣传、销售渠道。可以通过建立老年用品产业博览会、

老年用品展览馆等固定性活动，来提高民众对老年用品

的了解与接受程度，形成通过老年用品来改善生命生活

质量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意识。

6.6 加快发展老年文化体育消费市场，满足老年群体新

需求

1）进一步开发老年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包括老年旅

游、老年教育、老年体育、健身、竞技等，都是需求不断提

升的产业领域。2）要进一步针对老年人的文化娱乐、体

育休闲需求，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消费心理，做好充

分的市场调查，科学合理地设计各类适合老年人的文化

休闲、旅游、健身娱乐等多种产品与服务，并进行细致的

市场细分，开发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的文化休闲产品（高

兰英，2018）。3）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有效运行“互联

网+养老”模式。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途径，来促进养老服务业转

型升级，提高养老服务管理的新理念，更好地满足新老年

群体的新需求。

6.7 加强消费引导，树立老年人积极消费理念

1）加强消费理念的引导，提升消费意愿。要加强对

老年人转变消费观念的宣传引导，使老年人逐渐接受并

树立“补偿性消费、时尚性消费、及时性消费”等理念，提

升消费动力。2）积极引导老年人提高对机构养老和社区

养老的认可和接受度。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体验感知，

引导社会、老年人、家庭成员提高对社会化养老的认知、

认可，进而推动社会化养老事业的发展。3）优化营销策

略，提升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度。要综合运用营销策略，

如选择适宜的宣传媒体、加强体验营销力度、运用折扣定

价策略等，吸引更多老年人接受、购买生活照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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