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雅惠 王晗

“到2020年，湖南需要新增养老床
位35万张，老年产业市场总额预计超过
2000亿元。”今天，首届中国中部国际老
年产业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30余位
政府官员、行业领袖、专家学者等汇聚
一堂，探讨新型养老模式。 省民政厅厅
长、 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段林毅说，我
省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挑
战，“养老”已经成为全省优先发展的重
点服务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市场“钱”景广阔，但开发滞后
问及我省养老产业化发展情况，参

加论坛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纷
纷表示：产业化才刚起步。 万众和（湖
南）社区养老服务公司是我省最早开始
从事养老服务的民营企业，董事长黄跃
佳抛出自己的观点：“湖南老龄化程度
很高，养老产业化程度却很低。 ”

据省老龄委的数据显示， 我省从
1996年开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现在，
60岁以上老人达到1079万人，占全省常
住人口总数的16%以上， 其中，80岁以
上高龄老人132.38万人，占老龄人口的
12.27%。这也就是说，每6个湖南人中就

有一个是60岁以上老人。 段林毅说，湖
南是老龄大省，我省“银发经济”将是一
个规模数千亿级的“富矿”。

而与此相应的是，老年人用品专卖
店在市区难觅踪影，专为老年人研发设
计的生活用品在市场上很难买到。 商
场、超市也基本只有服装、食品、保健品

“老三样”。
株洲海福祥养老院负责人龚玉文

说， 目前很多与老年人相关的产业，都
依附在大众产业当中，如服饰、家具等
市场细分不够，导致产品供不应求甚至
出现市场空白，这让很多针对老人的服
务一直处在低端水平。

黄跃佳表示，目前我省养老产业链
的各种服务商还没有成型，政府应尽快
规划产业布局，鼓励研发，设置配套政
策和资金。

养老企业目前大多微利
面对“银发经济”这个千亿“富矿”，

从事养老产业的生意人却异口同声：
“很难赚钱，大多微利。 ”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投资管理连锁
集团是雨花区一家民营养老产业企业，
开办养老机构并生产老病残用品。 董事
长袁云犁坦言，如果没有政府购买服务
和老病残服务机构购买配套设施的贴

补，仅仅依靠服务老年人，其养老机构
是无法维持正常运营的。

湖南中部生物谷科技有限公司两
年前开始涉足养老医疗领域，目前投资
额已近4000万元，但董事长黄庆玺称仍
处于投入期。

株洲盛康托养中心是株洲最早投
身于养老产业的企业之一，从最开始的
残疾康复到2010年向养老转型，虽然投
资已逾千万， 但中心到现在仍在亏损，
亏损最多的1年达10多万， 靠其他产业
支撑以及爱心人士捐赠，托养中心才勉
强支撑。 而芦淞区白关镇的知青养老
院，由于入不敷出，已经关门停业。 据了
解，我省的民营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经营
上的困境。

“现在，‘养老’尽管前景好，但现状
缺乏吸引力。 ”袁云犁说，这种情况到
2020年前后肯定会改变，“那时，养老产
业会出现‘井喷’。 ”湖南省老龄办主任
陈毅华同意这个判断，他认为，老龄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将成为今后较长时期
内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
点。

商家希望政府“扶一把”
“科学应对老龄化，光靠财政

远远不够， 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

用，让交通、银行、保险、保健、教育、旅
游等社会资源向养老领域集聚。 ”袁云
犁说，“但是，现阶段非得靠政府扶一把
不可。 ”袁云犁介绍，他在江苏开办专门
照顾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院，当地政府
帮助他向社会慈善基金募集了200万
元，从而促使护理院很快就建成并提供
公益性服务。

黄跃佳也表示，民办养老机构都具
有一定公益性质， 不仅要照顾老人生
活， 还要对老人的安全承担一定的责
任，如果不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压力大、
利润小会令民间资本对养老产业不敢
投资。“我的公司现在都是到社区租办
公场所，每年房租都增长10%，员工工
资也一直在涨，但是我们为老人提供服
务的价格不能涨，政府不扶持迟早要亏
本。 ”

黄跃佳说，随着养老服务摆脱低端
重复的家政范畴， 迈向专业护理业，将
来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盼望政府能
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对公益性成本能
加大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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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10月10日电（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邓跃平）第十
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简称“珠洽
会”）将于12日在广州开幕，本届“珠洽会”不设实物展，把洽谈
会搬到了网上。目前，泛珠网上洽谈会湖南分馆已顺利建成，重
点展示了我省的优势资源、人文地理和“湘字号”特色农副产
品。

进入泛珠网上洽谈会的页面，点击湖南展馆，通过文字、图
片、图表、视频等多维表现手段，可了解湖南投资环境、经贸政
策、优势产业以及招商引资项目、湘品湘企湘商等。其中名企名
品展示以特色农副产品为主，包括洞庭水产、湘西腊肉、安化黑
茶等，充满了浓浓的“湖南味”。

目前我省已通过泛珠网发布省级招商项目399个， 总投资
988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类项目106个，总投资3522亿元；新型
工业化项目125个，总投资1404亿元；服务业项目110个，总投资
3575亿元；园区建设类项目58个，总投资1383亿元。据介绍，泛珠
网上洽谈会不仅服务于本届大会， 大会结束后还将继续运营，我
省将继续在网上宣传推介招商引资项目、展示展销名企名品。

据了解，“珠洽会”期间，省经贸团除参加大会主体活动外，
将在广州举行重点客商代表座谈会等交流活动。此外，长沙将
在深圳市举行重点片区重点产业、移动互联网和加工贸易等专
题招商活动，株洲市在广州举行项目对接洽谈会，怀化将举办
承接产业转移对接洽谈会， 娄底市将举办不锈钢产业招商活
动，益阳、常德、自治州等其他市州也将分别走访考察重点企业
和商会。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彭秘辉）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精神卫
生日， 活动主题是“心理健康， 社会和
谐”， 我省在省脑科医院、 长沙市南郊
公园开展义诊等宣传活动。 记者获悉，
我省已基本完成省市县三级精神卫生
服务机构体系建设， 全省确诊登记录入
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20.5万人， 目前精
神卫生专业防治力量缺口大。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方亦兵介绍，
精神卫生工作已作为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全面推行， 我省
已基本完成省市县三级精神卫生服务
机构体系建设， 启动了“国家重性精

神疾病基本数据收集分析系统”， 对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 开
展分类干预。 目前， 全省确诊登记录
入 《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管理系统》
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20.5万人， 按照
知情同意的原则对其中的15.8万名患
者进行了随访管理。

据悉， 2014年， 省委、 省政府
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工程纳

入为民办实事， 任务为救治救助贫困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5000人， 改扩建精
神卫生服务机构20家。 目前， 由省财
政投入7870万元， 市、 县级配套630
万元。 截至9月， 全省5000名救治救
助目标人群已全部纳入救治救助， 全
省20家改扩建机构均已开工建设， 其
中4家已完工。 全省将建立起精神卫
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切实做好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治疗管理， 加大
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控力
度， 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
上， 做到 “应收尽收”、 “应管尽
管”、 “应治尽治”。 同时， 值得关注
的是， 精神卫生专业防治力量缺口
大， 全省还有59个县 （市、 区） 没有
精神卫生服务机构， 专业精神卫生防
治人才缺乏。

经济视野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我省从1996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现在60岁以上老人达1079万人； 到2020年， 全省需要新
增养老床位35万张， 老年产业市场总额预计超过2000亿元———

把“养老”做成“朝阳产业”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超20万人
专业防治力量缺口大

第十届“珠洽会”不设实物展

湘企网上展销
“湖南味”

10月10日，医生为市民义诊、发放精神卫生宣传资料。 当天
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省卫生计生委在长沙市南郊公园开展大型
义诊活动，来自省脑科医院的医生为市民提供义诊、心理咨询
等服务，普及精神卫生知识。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