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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二次”人口红利，满足“四有”老人需求

—————————— 李罗力 ——————————

【编者按】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养老话题愈发沉重的背景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副理

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近日就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模式问题接受了中

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并首次提出“寿康乐”养老新模式。他指

出社会进入老龄化不一定是坏事，没有必要一提老龄化就觉得负担

加重了。当务之急是对人口红利进行二次开发，把“老有所为”变

成现实，把不利因素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开发“二次”人口红利，实现“老有所为”

李罗力对中国老龄化产业研究已有较长时间，目前准备操刀一

些养老项目，并已设计出具体模式。他认为，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在

2020 年将达到 2.55 亿，2030 年达到 3.71 亿，2050 年达到 4.83 亿，

2053 年达到峰值 4.87 亿。届时将占总人口的 34％。

“我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的理念：大家一说到

‘老年人’，往往就会想到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步履蹒跚、年

迈力衰，或病痛缠身，或穷困孤寡，需要家庭、社区或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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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生活进行照顾。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老年人群体的存

在——在当今社会上，除上述已基本丧失独立生活能力，需要以各

种方式给予关怀照料的老人外，还有更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希

望能够再学习、再就业并以健康快乐和高质量生活方式来欢度晚年

的那部分老年人群体。”

从生理年龄上看，在中国发展现阶段，55 岁至 75 岁之间的这

部分人群，相对于 80 岁以后的高龄老人，可以称为“年轻老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老年人群体，总人数超过 2.16 亿，而且还将逐年

增加。因此，李罗力有个比较新的观点——中国面临人口二次红

利开发。

“当前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已尽，因为人力成本不

断增加。现在农村条件好了，农民也不愿意出来打工了。于是企业

招工较难，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带，招工难已经成为普遍问题，所以

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其

实我国正面临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开发老年人。”李罗力说，

老年人有退休和享有退休金待遇的权利，同时也有继续工作的权利，

特别是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现实中，在人均寿命延长和人

体素质提高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退休职工要求再就业，以适应

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

第一，再就业是增加经济收入的需要。

老年人要生活，就需要一定的收入，而经济收入的多寡则影响

其生活质量的高低。特别是对于一些退休金收入较低而没有其他经

济来源的老年人来说，增加经济收入就成为再就业的主要动因。在

我国，老年人的退休金原本就不高，再加上退休金又不完全像在职

职工的工资那样与经济效益和物价涨幅挂钩，退休金增长缓慢。在

物价和在职职工工资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实际收入相对甚

至绝对下降，因而波及有老年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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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再就业是增进身心健康的需要。

一些老年职工退休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无所事事的生活

不适应，经常感到孤独、空虚，这对于身心健康极为不利。一些老

年人，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往往把工作看成是生活中的主要精神支

柱，他们再就业的目的主要是求得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愉快。通过再

就业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继续贡献给社会，将老年人的潜

在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使老年人有一种“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和

对“社会有用”的自豪感，以及由此而产生对生活的良好感觉。同

时，老年人在再就业过程中，由于工作的关系，与周围的环境、身

边的世界产生了更多、更积极的交流，从而避免了退休后闲置在家、

无所事事可能产生的“人老无用”和被社会抛弃的感觉，这对老年

人的心理状况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还由于老年人再就业增加

了经济收入，既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又改善了家庭关系，还提

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增添了家庭生活乐趣，从而使老年人心

情舒畅、愉快。

李罗力指出，开发中国老龄化人口的“二次红利”，不仅有利

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首先，这个举措可以让大量久经社会培养和社会实践锻炼的具

有丰富经验的专业社会人才继续发挥作用，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而不是把他们的才能和经验闲置、荒废掉。有些老技工可以继续受

聘于乡镇企业带徒授艺，或攻克技术难关，或设计拳头产品；有些

老会计师可以继续受聘于新建单位管理财务，为节约成本、改善经

营出主意；有些老教师可以继续到学校授课，或举办各种补习班、

培训班，帮助青年人掌握知识和技术；有些老科技人员可以继续参

与科研项目、工程设计咨询服务；有些老医生可以继续受聘于各医

疗科研单位，或开办诊所，专治疑难杂症，都深受各单位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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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欢迎。

其次，让退休老年人重新工作、发挥余热，可以使社会再次获

得“物美价廉”的劳动力。用人单位聘用已退休的老年人不仅成本

很低（因为这些人都有退休金，因此只需要较少的报酬，他们就会

感到满足），而且会使用人单位得到成熟的、高级的、专业的“高

质量”劳动力，不需要再花时间进行培训，就能用得放心、用得舒心。

最后，继续聘用老年人还有利于企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因为这

些老年人只是满足于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获得一笔额外的劳

动报酬，他们并不像年轻人那样有那么多的生活压力和职场追求，

所以他们在企业中会成为重要的稳定因素，甚至当劳资双方发生矛

盾时，老年人可以帮助沟通各方关系，促成问题解决，这当然也有

利于社会稳定。

因此，没有必要一提到老龄化就觉得社会负担加重了，只要对

老龄人口的“红利”进行科学地“二次开发”，国家进入老龄化就

不一定是坏事。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实践，把“老有所

为”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力争把不利因素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有利因素。

满足“四有”老人需求是个未解的大课题

李罗力说“四有”老人是他的一个概念创造。所谓“四有”老

人就是指“有健康、有活力、有知识、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老年人，

目前生活在大中城市的 55 岁至 75 岁的老年人，大部分可以属于“四

有”老人群体。如何满足“四有”老人群体的养老需求是目前我国

养老模式中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

李罗力介绍，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养老方式有三种：家庭养老、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家庭养老方式是人类传统的以家庭赡养关系

为主的养老方式，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养老模式各不相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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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一些发达国家更多强调社区支持家庭养老，由社区提供上门服

务。发达国家目前所推行的社区养老方式，是由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在社区建立小型化、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不脱离家庭

和环境熟悉的养老服务，实际上是家庭养老模式的扩大和延伸。机

构养老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将老年人集中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照

顾。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机构养老已成为养老产业的主要模式之一。

事实上，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区养老，或者是机构养老，

对于如何满足我国数以亿计的“四有”老人群体的养老需求，为他

们提供一种既可以健康快乐地生活，还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满足自己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养老平台，目前都还是一个

尚未解决的巨大空白。

李罗力指出，我国的老年市场仍然处于不成熟和无序的状态。

一方面，不少企业一哄而上，竞相推出一些老年产品。但由于未对

老年人的购买力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特征进行准确分析，很多产

品因不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最终退出；另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以来，

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的老年人向多元化需求方向

发展越来越明显，但却只有少数企业将目光瞄准了老年市场，推出

了一些适合老年人的生活用品、保健品、服装、化妆品以及老年公

寓等商品。因此，从整体来看，中国养老市场和养老产业仍存在巨

大空白。李罗力特别强调，当前，中国的“四有”老人已经成为养

老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身体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对于他们

来说，现在就住进养老机构或者呆在家里要人全面照顾是不可想象

和不可接受的，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更适合他们健康状况，让他们能

跑、能动、能玩、能乐的养老方式。

第二，他们的基本文化水平至少都在初高中以上，改革开放后

他们都长期工作在一定的职业岗位上，因此一般来说，他们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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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小城镇同龄人相比，都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更丰富的职业工

作经验。因而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来讲，他们本质上仍然具有希望通

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各方面能力的欲望，仍然具有很大的

发挥余热的潜力，如果在他们退休后，仍然能够给机会让他们有更

多的时间来学习和提高自己，仍然有机会来发挥他们的工作能力、

业务专长和工作经验，他们会感到十分高兴。

第三，由于他们健康或者比较健康，他们有知识、有专业能力，

所以他们的退休生活具有很大的活力，表现在他们追求一种更高质

量的老年生活，体现在他们多层次、多样化的老年生活需求上，他

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去发挥余热、去参加各种健体活动、

去旅游到处走走、去品尝不但符合老年人保健标准而且更加丰富的

餐饮食品、去购买不仅符合老年人标准而且更加时尚更加能体现老

年美和老年舒适的服装、鞋帽、手包和各种用品，他们还希望能够

有更多符合他们年龄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总之，如何满足这类

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老年生活需求，也成为构建新的养老方式

的重要内容。

第四，由于生活在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这批“四有”老人，基本

上都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走上各种工作岗位的，因此他们的职业生涯

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而过来的。这就使他

们中的大部分人有比较长期稳定的收入，退休后又有相对比较高的

退休金，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还享受到了国家房改

政策的好处，使他们以很低的价格把计划经济时期工作单位分配给

的福利住房购买过来，成为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房，成为他们重要

的资产性财产。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同龄

人相比，更有经济能力来满足自己多层次、多样化的老年生活需求。

可见，“四有”老人为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将成为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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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康乐”养老创新解决“四有”老人问题

李罗力和他的团队经过数年研究和探索，提出“寿康乐”模式，

为解决“四有”老人的养老需求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养老产业模

式。

“寿康乐”模式面向的不是那些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需要

全方位给予关怀和照顾的老人，而是“四有”老人群体。它不仅是

一处养老机构或养老住宅或养老社区，而是一个既能够满足“老有

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各种功能的综合性园区，

又是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所有“四有”老人搭建的一个综合性服

务平台。它除了具有一般养老机构或养老社区所具备的养老居住、

保健、娱乐服务功能外，还具有目前所有养老模式中都不具备的两

个功能：一是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商品和商业服务的养老商业街

区；二是专门为老年人打造丰富多彩的老年主题公园，而且还将是

一个养老产业的集聚区。

我们的老龄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十分落后，这是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中一个很大的短板。即使是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其实也还

没有充分注意到老年人需求这一块。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给年

轻人和儿童的，认为都过了 60 岁还讲究穿什么、吃什么。实际上，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自身素质和经济实

力也在不断提高，他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他们越来越希望有

尊严的、快乐的、美丽的、高尚的活着。他们对服装、装饰品、各

种老年人用品的品质和品位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相关服务的要求也

比较迫切。在启动供给侧改革的今天，老年人的这种需求方向不应

该被忽略。我们要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挖掘，同时要整合我们的生

产，并形成老年人产品生产体系。这应该是我国老龄产业和未来中

国产业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寿康乐”养老新模式，不仅仅让老人玩乐、旅游、休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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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他们发挥作用。要建设一个寿康乐园，这个乐园很重要的一个

功能就是实现老年人的再就业。“老有所为目前还是一个很虚的概

念，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让老年人再就业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

在深圳，我们建立全市老年人的一个信息平台，愿意再就业的都可

以到这里，工程师、教师、医师等各种专业的老年人都可以来。同

时，这个信息平台将与各个用人单位连接起来，你需要什么样的人，

信息平台就提供给你。”此外，寿康乐园里还可以搭建老年婚介平

台，让失偶老年人找到伴侣重获幸福。

李罗力说，寿康乐园里还要设立一个老年创业园区。创业园区

将聚集一批老工程师、老专家、老医生、老书法家等，让他们在这

里工作，继续发挥余热。老人们可以在创业园区里开办咨询公司接

活儿，也可以在这里画画、写字、刻章，从事传统手艺也可以，而

且旁边就可以设立他们的产品销售市场，产品一产出就可以卖，也

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观光、购物。

寿康乐园里有一个老年商业城，商业城里的饮食一条街，有西

餐、有中餐，各种风味适合老年人的饮食应有尽有；服装一条街则

有各种各样为老年人准备的服装；老年用品一条街里有眼镜、拐杖、

针头线脑和老人们喜爱的电子产品等。

寿康乐园里还要建设老年主题公园，里面有怀旧的电影、戏剧，

还有茶馆、老人们小时候玩的游戏，甚至还有老人们当年上山下乡、

插队时住过的窑洞、睡过的土炕。老人们进公园时，也会带着子孙

后代一起来，带旺了人气，也拉动了消费。

李罗力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是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该文件中

关于土地、税收、审批的相关规定落实到位，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

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在制定今后的养老产业政策时，建议建立跨部

委的养老产业发展规划与管理协调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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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应采取

措施，鼓励、扶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以新建、改

建、租赁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设施；要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

（本文来源于中国经济时报，2016 年 1 月 29 日）

李罗力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副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