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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养老金融是一个概念体系，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

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内容。养老产业金融是养老金融的一个重要方

面，指的是为与养老相关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金融活动，其对象

是养老产业，目标是满足养老产业的各种投融资需求。 

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通过一系列政

策性金融工具的推出，进一步明晰了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方向。目

前，我国养老产业金融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基金、保险、银行、上市

公司、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本篇报告梳理分析了各个养老产业金

融参与主体的发展情况。 

随着养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产业金融正在快速发展。本篇报

告主要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金融产品创新三个层面，分析与展

望养老产业金融发展的机遇。 

总体而言，通过国家政策性手段推动产业引导基金、银行贷款、

PPP 等政策性金融工具纷纷助力养老产业，与此同时，养老产业金

融市场活跃度加强，产业内并购兴起，整个养老产业金融市场呈蓬

勃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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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产业金融的相关概念 

近年来，随着我国养老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上养老金融发展

经验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关注养老金融。养老金融包括养

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 

养老产业金融是养老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指的是为与养老相关

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金融活动，其对象是养老产业，目标是满足养

老产业的各种投融资需求。养老产业金融业态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传统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化养老功能逐步兴起，养老产业需求不断增

加，但由于养老产业具有投资额度大、回报周期长等一系列特征，需

要金融行业的大力支持。 

养老产业金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老产业融资，主要从产

业端的视角来看，即解决养老产业发展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各种市

场化融资手段包括养老产业机构发行债券、上市、并购等；政策型融

资手段包括政策性金融债、政府贴息贷款等；二是养老产业投资，主

要是从资金端的视角来看，即金融资本如何参与养老产业实体经济发

展，本质上是一个金融投资活动，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如何实现金融

资本的投资收益和回报。 

二、养老产业金融主要参与主体及发展分析 

 

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通过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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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推出，进一步明晰了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方向。目前，

我国养老产业金融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基金、保险、银行、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这些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业务优势围绕着服务

养老产业这个核心发力。 

（一）基金 

1.国内养老私募基金的情况 

根据基金业协会的相关资料，截至2019年6月，国内共有53支在基

金业协会备案的养老私募基金（见表1）。 

表1：53支涉老私募基金一览表 

序号 基金名称 私募基金管理人 备案时间 

1 苏州国发苏创养老服务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4-5-20 

2 华夏养老新动力投资基金1号 华夏东方养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4-9-9 

3 华夏金色长城养老投资基金 华夏东方养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4-10-24 

4 华夏养老金玉良辰成长投资
基金 

华夏东方养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5-7-9 

5 华夏养老应朝固定收益投资
基金 

华夏东方养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5-10-14 

6 大雅文化旅游与养老产业投
资基金1期 

四川金涛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12-23 

7 吉林省养老服务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吉林省养老服务产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4-8 

8 海润养老润生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7-19 

9 天时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深
圳）企业（有限合伙 

天时（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16-7-29 

10 苏州国安睿智养老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安爱晚（深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16-8-3 

11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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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蒙古财康养老服务产业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财盈咨华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2016-8-5 

13 吴房花卉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投资基金1号 

北京华夏惠众养老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6-8-10 

14 中证养老产业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 

中证联合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2016-8-24 

15 
四川省健康养老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四川聚信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12-26 

16 禾中金秋养老产业壹号基金 深圳康智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6-12-26 

17 
内蒙古财浦养老服务产业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财盈咨华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2017-1-18 

18 
内蒙古财惠养老服务产业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财盈咨华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2017-1-20 

19 上海浦东宣桥兰亭苑养老公
寓私募投资基金 金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7-2-7 

20 
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湖北高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17-3-6 

21 中海华融-阳光新城养老产业
私募基金1号 

宁波中海华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7-3-7 

22 宜昌国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湖北高宜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7-3-16 

23 中联养老产业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 

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17-3-28 

24 北京同仁堂养老产业投资运
营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同仁堂养老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4-27 

25 江西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江西省财投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4-28 

26 南京富垠安养养老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江苏富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7-5-4 

27 梅州久安养老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17-5-19 

28 
安徽省中安健康养老服务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7-6-6 

29 华夏健康产业私募投资基金 
北京华夏惠众养老产业
投资有限 
公司 

2017-7-13 

30 星辉民生养老产业私募基金2
号 

安徽星辉睿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7-7-16 

31 乌镇和谐雅达养老产业投资
（桐乡）有限合伙企业 

北京雅达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20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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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巨谷大健康家政养老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上海巨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2017-9-5 

33 璟瑞健康养老投资基金 深圳市璟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017-10-11 

34 信一颐福1号养老私募投资基
金 

深圳市信一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2017-11-28 

35 上海浦东养老公寓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2号 金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7-12-12 

36 金缘养老产业私募投资基金 安徽金缘创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2017-12-12 

37 泽信诚满秋养老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深圳泽信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017-12-25 

38 
中国民生信托·至信348号和
谐雅达养老产业契约型私募
基金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2017-12-28 

39 赢翰资产上海香树湾国际养
老项目专项投资私募基金 

上海赢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7-12-28 

40 海门光控健康养老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光控浦燕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018-2-7 

41 
国寿云城（嘉兴）健康养老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吉金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8-2-11 

42 
安徽中安（池州）健康养老
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安徽中安（池州）健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3-9 

43 混元资产国际城养老1号私募
投资基金 

北京混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8-4-3 

44 星辉民生养老产业私募基金5
号 

安徽星辉睿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4-8 

45 雄师广东温泉养老旅游发展
私募投资基金 

雄师资产管理（横琴）
有限公司 2018-5-16 

46 华信彩虹养老1号私募投资基
金 

北京华信麒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5-30 

47 华信彩虹养老2号私募投资基
金 

北京华信麒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6-8 

48 华堂养老混合私募投资基金 天津安盈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18-6-21 

49 江苏省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江苏金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18-6-28 

50 华信彩虹养老3号私募投资基
金 

北京华信麒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6-28 

51 元泰养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泰石（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7-26 

52 
内蒙古财颐养老服务产业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财盈咨华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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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湖南高创海盈医疗健康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12-7 

资料来源：wind,基金业协会网站 

2.养老产业基金的情况 

在政策层面，2014年8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以市场化

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试点的通知》，确定运用养老产业引导基金方

式支持居家养老、集中养老等养老服务产业，并在2014年10月确定了

八个省份作为开展养老产业基金的试点地区（吉林、湖南、江西、山

东、安徽、湖北、内蒙古自治区、甘肃）。产业引导基金的出现提高

了企业参与健康养老产业的积极性，带动了区域性资金、有实力的企

业参与基金的投资、运作，推动了区域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 

通过梳理，在上述53支养老私募基金中，有16支是真正投向健康养

老产业的基金，包括产业引导基金及子基金（见表2）。这类养老产业

引导基金的出资方主要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省市政府国有资产的平台

公司及区域性产业引导基金；一类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型央企或者民

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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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投向健康养老产业的基金一览表 

资料来源：wind,基金业协会网站 

序号 基金名称 私募基金管理人 备案时间 

1 苏州国发苏创养老服务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4-5-20 

2 吉林省养老服务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吉林省养老服务产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4-8 

3 苏州国安睿智养老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安爱晚（深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016-8-3 

4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8-4 

5 四川省健康养老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聚信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12-26 

6 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高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17-3-6 

7 宜昌国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湖北高宜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7-3-16 

8 北京同仁堂养老产业投资运营
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同仁堂养老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4-27 

9 江西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江西省财投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4-28 

10 安徽省中安健康养老服务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7-6-6 

11 乌镇和谐雅达养老产业投资
（桐乡）有限合伙企业 

北京雅达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2017-8-28 

12 上海浦东养老公寓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2号 金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7-12-12 

13 海门光控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光控浦燕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018-2-7 

14 安徽中安（池州）健康养老服务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中安（池州）健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3-9 

15 江苏省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江苏金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18-6-28 

16 湖南高创海盈医疗健康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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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养老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 

由于健康养老产业整体还处于产业化初期，大规模盈利的可能性

较低，需要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待产业发展机会。但对于产业基金而

言，需要对投资项目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空间的要求，可以通过

基金的投资领域来探究产业的发展投资机会。 

目前，根据和君养老事业中心对于养老产业基金投资领域的相关

分析（见表3），可以看出养老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沿着养老服务产业，

向康复、医疗服务、生物医疗、智慧医疗等大健康领域拓展延伸，说

明健康养老产业的投资机会不集中在养老服务，而是向医疗、医药等

领域延伸。从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趋势看，医养结合机构、康复护理、

专科医院是下一步的产业投资机会所在。养老产业基金蓬勃发展，投

资领域越发宽泛，成为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有力的金融手段。未来，通

过成立健康养老产业基金投向涉及养老产业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细分领

域将成为一个趋势。 

表3：养老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 

序号     投资领域 直投的投资标的 

 
 
 
 
 
1 

 
 
 
 
 
养 
老 
服 
务 

 
 

机构养老 

祥颐园老年公寓 
朗和（杭州）国际医

养中心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 无锡金夕延年 
长阳清江乐龄养老服务

中心 
雅达国际健康产业园 

宜昌龙盘湖医养
（CCRC） 

麓林湖养生公馆 

同仁堂粹和养老服务 同仁堂妫河康养 
盛邦老年公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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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和君养老事业中心 

（二）保险 

目前，国内保险公司参与健康养老产业的主要方式是自建大型养

老社区（机构），并以此对接保险产品。凭借保险业务链接大量优质

客户资源为养老机构导流，定位于中高端客户。在国务院 2017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商

业养老保险投资领域以养老社区、养老健康服务设施和机构、研发生

产老年用品为主。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的意见》，在保险保障方面，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举办养老服务机构

或参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和运营，适度拓宽保险资金投资建设养老

项目资金来源。未来，商业保险机构将更多地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护理院 张家港合兴护理院  

社区养老 
宜家清洁(834602) 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 

青鸟软通（831718）  

旅居养老 
湖北浓情夕阳康养产业

（旅居养老） 
九华山康养产业 

江苏李中水上森林旅游  

 
2 

 
医 
疗 
服 
务 

康复医院 北京世纪康鑫健康管理 苏州倍磅康复医院 

老年专科医院 黄石广慈老年病医院  

二级综合医院 衡阳华程医院 仁寿运长医院 

其他专科医院 武汉真爱妇产医院  

3 养老用品 悠派科技(833977) 华熙生物 

 
4 

 
医 
疗 
用 
品 

医疗器械/医用
耗材 

九州通医疗器械 成都美益达医疗科技 

山东巴罗克生物科技  

医药零售/研发 
四川正和祥健康药房 普安药房 

湖南希尔天然药业  

5 
其 
他 

殡葬 长沙大德生命礼仪  

智慧养老/智慧
医疗 

成都爱兴生物科技 北京全宁医药 

成都科创智远信息技术 
未名企鹅（北京）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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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6月底，全国 7家保险公司投资兴建了近 30个养老

社区项目，覆盖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海南等多个省，占

地面积超过 1200万平方米，床位数超过 4万张。本篇报告对保险公司

布局养老产业的情况进行了梳理（见表 4）。 

表4：保险公司布局养老产业情况梳理 

序号 保险机构 布局方式 保险类型/入住资格获取 项目 

1 泰康集团 
大型 CCRC+

康复医院 
300“幸福有约”保险 

北京燕园、上海

申院、广州粤

园、成都蜀园等 

2 中国人寿 CCRC 

新客户缴纳 300 万总保

费，老客户缴纳 200万总

保费 

苏州国寿家园 

3 太平洋寿险 CCRC为主 
400 万总保费，两个入住

资格 

成都温江养老

社区 

4 太平人寿 
自建+第三

方合作 
200万总保费 

梧桐人家，上海
快乐家园，昆明
古滇名城，宁波
星健兰庭 

5 新华人寿 

CCRC+康复

护理 

（自建+战

略合作+办

公改建养老

公寓） 

年金保险 

北京莲花池养
老公寓，海南博
鳌乐享社区，延
庆颐享社区 

6 合众人寿 CCRC 

十年期，每年交 3万，70

岁后入住 10 年或者每年
交 5万元，70岁后终身入
住 

合 众 优 年 生

活·健康退休社

区 

7 光大永明人寿 
养老消费金

融产品 
年金保险 同仁堂粹和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三）银行 

目前，我国银行业探索支持健康养老产业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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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贷款的模式，同时探索养老消费金融产品的创新。受国内健康养

老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产业整体盈利能力较弱等因素影响，银行

推出的养老金融产品大都停留在个人产品领域，针对养老产业本身的

金融创新近年来有一定的发展。 

2015年 4月，民政部与国开行联合发布《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专项债和低息贷款方式进一

步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国开行对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

提供低息的政策性贷款。根据国开行公开信息，截至 2019年底约累计

发放养老服务领域贷款逾 40亿元，新增承诺养老贷款 70余亿元，整

体投放融资超过百亿元，贷款领域涵盖养老安居工程、养老医疗、老

年文化、社区服务各个方面，积极探索覆盖 95%以上的居家社区养老

群体的支持模式。 

2018 年 11 月，农业银行出台了《养老服务行业信贷政策（2018

年制定）》，积极建立专业化的养老金融业务模式，这是农业银行首

次针对养老服务行业出台专项信贷政策文件。农行推出的信贷政策覆

盖了专业化养老机构、养老地产机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等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近年来，农业银行将养老

金融明确为七大战略新兴业务之一，充分发挥客户基础和网络渠道优

势，积极助力养老金融产业发展。2018 年累计投放贷款逾 20 亿元。

成为泰康集团西南地区第一个养老项目“泰康之家蜀园”的独家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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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合作伙伴。 

2018年，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养老服务企业

的信贷支持，通过为经营主体授信、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支持养老服

务业发展。各大 银行信贷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养老服务业盈利能力进

一步提升，成为符合银行风险管控体系的行业之一。 

（四）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一直是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上市公司主

要借助资本市场，通过产业并购的方式实现健康养老业务的布局。根

据 wind 梳理主板上市公司的养老概念股大约有 130 个，根据和君养

老事业中心的相关数据，剔除了用养老概念做宣传的企业，真正在养

老产业布局的上市公司约有 41 家，涉及的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养老服

务与养老机构运营、养老地产、智慧养老和老年用品这四个方面。其

中，养老服务及养老机构运营与养老地产方式布局超过 60%。在布局

养老产业的 41家主板涉老上市公司中，数百亿市值的企业有 21家，

数十亿市值的企业有 20家，充分说明养老产业作为趋势性新兴产业，

获得了具有一定体量上市公司的青睐。 

根据企业资源、资本、技术实力等不同因素，上市企业在充分利

用核心业务能力基础上选取符合自身实力的方式布局养老产业，主要

采取产业并购或者自建或者合作运营的方式进入。经过 2015 年以来

的几轮并购热潮，养老产业第一梯队优质标的纷纷“名花有主”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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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前程”，产业并购呈现出“钱多优质标的少”的特点。截至到 2019

年 3月，养老服务企业收购情况（见表 5）： 

表5：养老服务企业收购情况表 

时间 收购方 被收购方 金额 详情 

2015.11 北控医疗 金太阳 1.4亿元 

51%股份，机构养老 3所，社

区服务站 300个，日托所 30

所 

2016.01 宜华健康 亲和源 4.08亿 

58.33%股份，在上海、杭

州、海南等都有机构；会员

2000名，入住率超过 95%。 

2016.05 光大控股 汇晨养老 2.69亿 

67.27%股权，6家老年公寓，

1家日间管理中心，管理床位

3千余张 

2016.06 中金瑞华 夕悦养老 —— 

控股 60%，上海设有 12家实

体颐养服务中心，多家社区

护理站 

2016.09 鹏瑞利 人寿堂 7.4亿 
49.9%股权，11家养老服务机

构，床位超过 2400张。 

2016.12 合众人寿 7家机构 2亿 
上海、南京等长三角地区共 7

所养老院 

2016.12 
信泰资本 

合众人寿 
海外 

9.3亿美

元 

美国 13个州的 39家养老护

理社区 

2017.02 安邦保险 海外 
10亿加

元 

加拿大收购 BC省养老院退休

概公司 

2017.04 宜华健康 亲和源 2.92亿 
收购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剩

余 41.67%股权 

2017.04 碧桂园 九华山庄 70亿 整体收购 

2017.05 双箭股份 
湖州市社会福利

中心 
2.01亿 67%股权 

2017.06 泰达生物 睦龄养老 —— 

70%股权，上海、云南、新疆

的 6家养老院和 27家日间照

料中心，管理养老院床位数

3000个 

2017.11 融创地产 藏马山康养小镇 —— 

32平方公里，总投资 136亿

元，打造建筑规模达 300万

平方米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15 

建投研究院  2020 年 5 月 8 日 

养老产业金融发展趋势分析与展望 

 

资料来源：wind，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养老产业并购持续升温，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产业并购尤

为明显，成为企业多元化布局的一种方式。从产业并购的区域看，主

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个核心经济圈。通过产业并购，

并购方获得进入健康养老产业的机会与产业红利，被并购方则借助资

本获取产业资源，扩大服务市场。 

（五）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 

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作为参与养老产业金融的主体主要是基于养

老项目 PPP 模式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养老产业金融工

具。2017年 8 月，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鼓励公办养老机构、

社区养老和医养健融合等保障型基本养老服务和改善型中端养老服务

是 PPP 模式的重点应用领域，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投

资领域。 

养老项目从 2016年进入 PPP项目库，截至到 2019年 6月底，入

库的养老 PPP项目有 100多项，成为地方政府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2018.06 中达国荣 如惠养老 5500万 
全部股权，占地 300亩，近

300个房间 

2018.09 远洋集团 MeriStar —— 

2014年开始合作，Meridian 

Senior Living, LLC公司约

40% 

2018.12 苏宁环球 宜兴农业 3.71亿 
借助宜兴农业经营优势，逐

步培育和发展康养产业 

2019.03 交大昂立 仁杏健康 6亿 
17家，运营床位数约 3900多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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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项目。根据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报告，2019年 6月，处于执行

阶段的 PPP项目有 62个，分布在北京、山东、湖北等 19个省份，项

目大部分金额在 1亿—10亿元。从项目投资领域看，以养老服务、

医养结合类为主，医养结合成为大中型养老 PPP项目重点布局领域。

目前，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人均 GDP比较高的区域项目执行程度比

较好。PPP项目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基础设施资金难题的创新金融工

具，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 PPP项目在区域间养老服务市

场效率不平衡，还需要从政策层面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采取多方面

的支持，有效缓解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三、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机遇展望 

通过上述对养老产业金融参与主体发展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到随

着养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产业金融正在快速发展。一方面，通

过国家政策性手段推动产业引导基金、银行贷款、PPP 等政策性金融

工具纷纷助力养老产业；一方面，养老产业金融市场活跃度加强，产

业内并购兴起，涉足养老产业的创业板、新三板公司不断涌现，整个

养老产业金融市场呈蓬勃发展趋势。 

（一）国家政策层面 

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出台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在

鼓励各地发展适宜的养老产业之外，通过一系列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推

出，进一步明晰了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方向。从 2017年发布的各类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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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产业金融有关的政策可以看出，医养结合领域是商业养老保险、产

业专项债的重点投资领域，这为养老产业金融的发展明晰了重点方向。

2018年 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

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这意味国

家层面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的防控， “强监管”成为今后金融市场发展

的政策环境。 从养老产业的政策趋势来看，养老服务的“放管服”将

进一步加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将是未来政府进行养老产业监管的重

心。从养老产业金融来说，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鼓励 PPP、地方

政府养老产业专项债、商业养老保险等各种金融手段支持养老产业发

展是政府政策重点鼓励方向。 

2020年 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

从官方角度对养老产业链进行了界定。为推动产业发展，其中把养老

金融服务、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理财服务、养老金信托、养老债券及

其他养老金融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分类，凸显了金融对于发展养老产

业的重要性，这对于全方位构建养老金融体系，促进养老产业金融创

新发展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产业发展层面 

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健康养老产业正在向产业化阶段迈进，养

老服务体系还在完善当中；医养结合领域还属于起步阶段，项目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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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低。在此产业环境基础上，从金融端支持养老产业，是养老产业

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金融的本质属性来说，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产

业发展助力是金融的天职，通过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吸引社会力量参

与，引导产业投资者建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促进养老产业市场主体

多元化发展非常重要。虽然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对于建

立“以健康管理为基础、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医疗服务为支撑”的

全生命周期养老服务链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养老产业化进行的不断加速，我国资本市场上将不断出现以

养老业务为主营的上市公司，进一步深化产融互动，真正实现金融对

实业的助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将对我国医疗健康行业

中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助推健康养老产业快速

发展，对于以“养老”为核心的业态分布，未来将逐渐向“健康”和

“养生”服务转移，这更加有利于金融工具的投资机会向健康养老全

产业链延伸。 

（三）金融产品创新层面 

养老产业金融产品的创新要与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

一方面，通过加强政策支持，为金融工具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鼓励养老产业中具有优质资产和稳定回报的金融产品创新，从而推动

产业向健康养老产业的全产业链延伸发展，围绕产业发展环节，在现

有金融风险可控制的范围内，实现养老产业链的金融创新，使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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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最大限度地发挥对产业的推动作用。 

2020年，随着60后步入老年，40、50后婴儿潮步入刚需，老龄消

费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模式与盈利模式逐步形成，

产业发展也将迈上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大环境为养老产业金融产品

的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上述各方养老产业金融的参与主体有着巨大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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