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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养老设施的普及配置已刻不容缓。然而由于部分相

关概念未能明确统一、设施体系尚不完善、配置标准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导致中国在发展过程

中一味追求养老床位数量达标，却忽略了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造成大量社区存在设施供给

与服务需求脱节的现象。世界上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从 2006 年开始构建社区统合照

料体系。在设施配置规划上，从原有设施体系中独立出小规模的社区嵌入型设施体系，两个体

系并存互补，使设施配置更具弹性，有助于灵活应对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在年老人熟悉的社

区中实现高质量养老服务的精准配送。通过推动小型化设施的普及配置，实现了设施在既有社

区内的渗透发展。本文以日本的官方开放数据为基础，通过梳理其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的配置

和发展状况，揭示了这一规划举措对日本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实现“在地养老”制度理念的关键

意义。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完善设施体系、因地制宜确定

配建指标和设施规模、充分发挥设施区域协同作用等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Abstract: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elderly facilities is being an urgent task for aging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facts such as part of the related key concepts have not been clearly unified, the systematic 
deployment of facilities is still on the processing way, and the standards are not flexible enough, 
etc., reaching the target number of beds turns to a prior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hile 
ignoring the actual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Mismatches between facility-supply and service-demand 
are shown in communities nationwide. As the first country to enter the super-aging society in the 
world, Japan has been building a community-based care system since 2006. In the planning of facility 
deployment, a new type of facility system, with the key feature of community-based and a small-scale is 
setup independently from the original system. It brings more flexibility to the deployment of facilities 
by combining the two systems, aiming at building up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care 
services in a community. The penetration of facilities in existing communities has been realized by 
promoting the small scale facility system. Based on official open data of Japan,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de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ommunity-based elderly facilities in Japan, and points 
out that this planning measure is the key for Japan to achieve the concept of “aging in plac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it proposes inspirations such as to improve the facility system, to determine the 
construction indicators and scale of facilities, as well as to give full play of facility area synergy, which 
will be useful for China on developing an efficiently care-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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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sifi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近年，中国政府持续出台养老相关政

策，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作为完善养老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全国范围

内的社区中推动养老设施的配套建设工作。

在国务院近期颁布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的意见》①中，促进养老设施建设是其中

的六大政策举措之一，要求有条件的地级以

上城市应当编制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将

1 000 m2 以下的独栋建筑或建筑物内部分楼层

改造为养老设施的开设条件适当放宽。以上

显示出中国在养老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已注

意到养老设施的发展建设必须针对不同地区

的不同条件和需求，适度降低设施配置门槛。

然而，在中国现阶段的养老设施规划中，

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包括：养老床位规划

建设指标缺乏细分考虑，容易造成养老服务

供给与需求的空间错位问题；养老设施体系

建设尚不完善，存在覆盖盲区；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的建设指标缺乏灵活性考虑等。

1  中国养老设施规划的现存问题分析

过去约 10 年以来，中国的养老设施规

划一直执行《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GB50437-2007）②。近年来，随着中国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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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发布。

②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范》（编号 GB50437-2007）由建设部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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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系列养老设施设计和建设标准的陆续出台，原规范已

无法适应当前养老设施的发展建设需求。因此，住建部组织

相关单位对规范展开了修编工作，期间面向社会广泛征求了

意见①，修编后的《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50437-

2007）（2018 版）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发布，201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规范修编前后的主要改动如表 1 所示。

规范修编后，进一步明确了老年人设施的定义、分类和

分级，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设施修订或细化了配建要求、

配建指标和服务半径，并考虑了与民政、住建等部门现行国

家标准的衔接问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仍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床位指标缺乏细分考虑

新版规范中，城市中养老院、老年护理院的床位配建指

标从原来的 15~30 床 / 千名老人大幅提升到了不少于 40 床 / 

千名老人，缺乏根据不同地区情况的细分考虑。

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在北京、上海等人口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城市，执行这一标准是相对合理的；但对于深圳等

仍以年轻人口居多的城市而言，这一标准就明显偏高了。

从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

市而言，按照相对较高的配置指标建设养老床位，与当地老

年人的需求和支付能力是相适应的；但对于经济状况一般的

中小城市而言，执行这一标准可能反而会带来负担。

从城市区域差异来看，在同一城市的中心区和郊区采用

相同的配建指标也是不合适的。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设施摸

底普查数据显示，六环以内养老设施的入住率接近 60%，而

六环以外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则不足 40%②，需求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统一执行较高床位配建标准、缺乏细分考虑，

将可能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和资源浪费。

（2）老年公寓成为规范盲区

此次修订为突出老年人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将更偏居

住属性的老年公寓移出了老年人设施的范畴，加之此前《老

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 450-2018）出台时，《老

年人居住建筑设计规范》（GB 50340-2016）同步废止，老年

公寓已成为目前中国规划设计标准当中的盲区。

然而，老年公寓确实是老年人非常需要的一种建筑类型。

中国 60~65 岁的年轻老人占老年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他们

中的很多人已经开始制定自己晚年的居住安排，而老年公寓

是他们的重要选项之一。此外，一些老年人居住在设施陈旧、

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当中，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非常迫切；

一些高龄自理老人和空巢老人担心在自己家中出现安全问题

时无法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置。对于他们而言，搬入带有

服务的老年公寓是更佳的选择。

老年公寓不同于老年人照料设施，二者在建筑形式、功

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老年人照料设施的规划、

建筑、消防等规范标准对于老年公寓来说也是不适用的。老年

公寓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老年建筑类型，其规范盲区亟待填补。

（3）社区养老设施配建要求灵活性不足

修编后的规范对老年人服务中心（站）、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人口数、服务半径和建筑

面积指标等作出了规定，但在实践当中仍表现出了灵活性不

足的问题。

很多既有社区并没有专门设置养老服务的配套用房，大

多需要利用政府或社区掌握的房屋资源改造建设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以日间照料中心为例，在既有建筑改造的建设

模式下，往往很难按照规范要求找到规模适宜、建筑面积

350~750 m2，区位合理、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 m的房屋资源；

社区中老年人所需要的服务设施类型也不仅局限于规范中的

两类。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当前的规范标准往往难以起到

① 住建部组织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起草的《城乡养老设施规划标准（征求意见稿）》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 11 月 18 日期间向社

会征求意见。

② 数据来源：北京市民政局《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摸底普查项目》，2016 年。

表 1  规范修编前后的主要内容对比

对比项目 GB50437-2007 GB50437-2007（2018版）

设施统称与定义

老年人设施：专为老年

人服务的居住建筑和公

共建筑

老年人设施：专为老年人服务

的公共服务设施

地区性质划分 城镇 城镇

设施配置分级标准
分三级体系：市（地区）；

居住区（镇）；小区

按常住人口，分两级体系： 

5 万 ~10 万人；0.2 万 ~1.2 万人

设施分类标准

老年公寓 —

养老院 养老院

老人护理院 老年养护院

老年学校（大学） 老年学校（大学）

老年活动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

老年服务中心（站） 老年服务中心（站）

托老所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配建要求和指标

— 1）宜与社区服务设施统筹建设；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 m；

3）建筑面积 350~750 m2/ 处

总床位数量指标

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

人护理院床位合计：应

按 15~30 床 / 千名老人

的标准

1）老年人设施应按服务人口

（城镇集中建设区内的规划常

住人口）规模配置；2）养老院、

养护院床位合计应按所在地城

市规划常住人口规模配置，不

应少于 40 床 / 千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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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参考作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社区养老驿站、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等带有复合功能的服务设施，以及老年餐桌、老

年活动室等专项服务设施。由此可见，现有社区养老设施的

规划标准缺乏弹性，尚无法灵活有效地对接实际建设需求。

日本为了实现“在地养老”的制度理念，在养老服务设

施的配置规划方面，积极推动小规模社区嵌入型设施的体系

化发展，相关经验对于解决中国在养老设施规划层面的现存

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2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发展缘起

2.1  概念缘起
社区嵌入型的日文是“地域密着型”，指扎根于所在地区

的空间与运营模式。目前如将其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绝大

部分结果都指向与养老服务或设施相关的内容，显示出在日

本，该词已在养老行业获得最为广泛的利用。这一概念最初

在日本是作为推动扎根地区的俱乐部运营的理念，由体育界

提出的 [1]，之后在商业上得到进一步应用。进而衍生出了两

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大型超市等大规模商业在进驻某个地

区时所提出的“立足地区需要，为地区社会作出贡献”的理

念；二是针对小规模的零售业态，通过深入社区，把握居民

的不同需要，从而提供贴近社区需要的多元化服务，以小规

模的能动服务模式来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2]。

2.2  引入养老领域
2005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对《介护①保险法》进行第一

轮修编时引进了这一概念，作为构筑社区统合照料体系②的

构成内容，创设了“社区嵌入型”这一新的养老服务类型，

创设之初便在立法层面赋予其明确的定义：以支持需介护者

在住惯了的社区中持续生活为目的，由所属市町村提供的相

应服务类型 [3]。此后，这一概念在日本的养老政策、产业、

学术等不同领域得到迅速普及。

由于已进入人口超老龄时代，日本需要建立切实、高效

的养老对策。面对各地区不同的发展条件、老年人的多样化

养老服务需求和分散的养老资源，日本政府提出了以“在地

养老”为理念的制度建设，构筑以社区为单位，将其中的医

疗、介护、介护预防、居住和生活支援等资源加以统合，形

成服务网络来实现资源的共享利用，这一网络就是社区统合

照料体系。而社区嵌入型服务便是其中的介护和介护预防类

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构成部分。要实现可持续的“在地养老”，

必须把多元化的服务提供到老年人身边，这就要求设施配置

必须向社区内渗透。

2.3  基于需求的稳步发展
在养老服务上引进“社区嵌入型”类别，具有以下两

个含义，即“立足社区需要”和“以小规模深入社区，提供

多元化的贴身服务”。社区嵌入型设施是基于社区现实条件、

从老年人的具体养老需求出发进行配置的，体系中的各类设

施均为应对需求而产生的，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这些设施类

型自创设以后，数量均稳步增长。

3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配置规划

社区嵌入型的概念作为养老服务类型被引入养老领域

后，日本根据需要建立起了适用于介护保险的一系列标准化

服务体系，进而又按对应关系构筑了相应的配套设施体系。

在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并非某类单独的设施，而是一

系列以小规模为前提条件的设施组成的一个设施体系，该设

施体系的规划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3.1  构建与原有设施体系并列的设施体系
梳理日本现行《介护保险法》中对社区嵌入型服务的具

体类别和服务内容的规定可以看到：日本从 2006 年 4 月开

始实施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的配置，与原有的养老设施体系

① 意为看护、照料，介护对象多为生活不能自理的弱势人群，包括不能完全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儿童和残障者。

② 日文为“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存在“地区统合照料体系”“社区综合照护系统”等多种译法，这里参照日本厚生劳动省使用的英文名称

“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care system”，将其译为“社区统合照料体系”。

图 1  日本社区嵌入型服务创设后各类设施数量变化（2006—2017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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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包括上门服务、日间照料和入住型三大类共六种设施；

2012 年增加了“定期巡回、随时对应型”和“复合型”两

种服务设施；2016 年又追加了“日间照料介护”服务，构

成了目前的嵌入型设施体系。该体系区别于普通设施系列，

与原设施体系并列，拥有九种设施（其中三种含介护预防服

务），具体构成如图 2 所示。

3.2  明确服务定义，对应形成设施体系
在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体系的构建中，以明确定义各类

服务为出发点，规定开展某项服务必须具备的设施要求，从

而对应形成体系化的设施配置关系；同时将这一内容反映到

《介护保险法》中，在基础层面避免了概念的模糊和混淆。

表 2 展示了日本对各类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在服务内容、利

用者人数上限、设施规划及建筑等方面的要求。

比如对于社区嵌入型的日间照料设施，在日间照料服务

的定义下增加了利用者 18 人以下的条件，将其与普通型的

日间照料设施（25 人）明确区分开来。而对于认知症对应

型日间照料设施，则在强调利用者必须是认知症患者的同时，

表 2  日本各类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的定位、规模和建筑要求

设施名称 设施定位及利用者上限 设施规划及建筑要求

定期巡回、随时对应

型上门介护看护设施

为居家需介护者提供 24 小时的上门看护（医疗护理，下同）与介护

的一体化服务，服务原则通常为定期巡回，必要时随时对应

必要的面积和设备

夜间对应型上门介护

设施

将通常白天的上门介护服务扩展至夜间，为居家需介护者提供上

门介护服务，服务方式包括定期巡回和随时对应两种

必要的面积和设备

社区嵌入型日间照料

介护设施

日间照料设施，利用人数不超过 18 人 设食堂及体能训练室，合计面积达到利用者人均3 m2以上。设咨询室，

并考虑谈话的私密性要求

认知症对应型日间照

料介护设施

以认知症利用者为对象的日间照料设施，利用人数不超过 12 人 设食堂及体能训练室，合计面积达到利用者人均3 m2以上。设咨询室，

并考虑谈话的私密性要求

小规模多功能型居

宅介护设施（含介

护预防）

以日间照料服务为主，同时向利用者提供上门和短期入住的扩展服

务。登录者（即在籍会员数）数量不超过 29 人，日间照料服务人数

不少于登录者人数的 1/2 且不超过 18 人，留宿人数不少于登录者人

数的 1/3 且不超过 9 人。卫星型设施登录者不超过 18 人

设置起居室、食堂、厨房、老人居室和浴室等。起居室和食堂需满

足必要的面积要求。留宿用老人居室原则上采用单人间，使用面积

不小于 7.43 m2

认知症对应型共同生

活介护设施

认知症老年人专用的入住型设施，每个组团人数不少于 5 人、不超过

9 人。原则上组团数量不超过 2 个，设置 3 个及以上组团时需申请

设置起居、食堂、厨房、老人居室和浴室等。老人居室原则上采用

单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7.43 m2，双人同住需申请

社区嵌入型特定设施

入住者生活介护设施

民营型收费老人院，利用人数不超过 29 人 设置供短期入住者留宿使用的介护居室、浴室、厕所、食堂及体能

训练室。留宿用介护居室原则上采用单人间，双人同住需申请

复合型服务设施（看

护小规模多功能型居

宅介护设施）

兼具医疗护理服务功能的小规模多功能型介护设施。登录者数量不

超过 29 人，日间照料服务人数不少于登录者人数的 1/2 且不超过

18 人，留宿人数不少于登录者人数的 1/3 且不超过 9 人。卫星型设

施登录者不超过 18 人

设置供短期入住者留宿使用的介护居室、浴室、厕所、食堂及体能

训练室。满足轮椅使用要求。留宿用介护居室原则上采用单人间，

使用面积不小于 7.43 m2，双人同住需申请。当设施主体为医院或诊

所时，居室面积不小于 6.4 m2

社区嵌入型特别养护

设施

公立型收费老人院，利用者人数不超过 29 人，每个组团的人数不超

过 10 人

老人居室采用组团形式，原则上采用单人间，居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10.65 m2。两人同住时需要申请，双人居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21.3 m2。

公共起居厅面积不小于 2 m2/ 人，单侧走廊宽度不小于 1.5 m，双侧

走廊宽度不小于 1.8 m。可在 20 分钟移动圈内兼设卫星型附属设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图 2  日本经过 2006 年、2012 年和 2016 年三阶段的发展变化，基
本形成了目前的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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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设施利用者在 12 人以下，将其与一般的社区嵌入型日

间照料设施予以明确区分。

3.3  强化针对所在社区的区域化发展方针
日本在发展社区嵌入型设施体系上，贯彻基于本地区需

求的理念，对提供该类型养老服务的设施配置规划明确提出

如下 4 项要求 [1] ：

 ● 服务对象仅限于社区内的居民；

 ● 根据社区的需要进行适量的设施规划配置；

 ● 依据社区的实情设定设施配置和介护服务的收费标准；

 ● 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

这 4 项要求构成一个不断严密的区域化发展框架。首先

将服务对象限定为区内居住的老年人，以便切实把握养老服

务需求的内容和规模；其次根据所把握的量化要求进行设施

配置；作为福祉设施，收费标准反映本区的实际条件；最后

通过行政监管和持续的后评估等手段来确保形成公正透明的

运作机制。

3.4  规定设施规模上限，确保设施小型化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体系中的主要设施均设置了利

用者的上限人数，尤其是针对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宅介护设施，

从三个角度对其规模上限进行了严密的控制。通过控制登录

者数量，保证利用者和留宿者使用设施的权利；通过规定每

位利用者和留宿者的使用面积，控制设施规模。这体现了从

服务的量化需求出发，确保设施小型化发展的规划思想。

3.5  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
日本针对社区嵌入养老设施体系建立了专门的监管制度。

在行政监管方面，由于日本社区嵌入型服务设施的利用

者原则上必须是居住在该地区内的老年人，因此在指定监

管单位时，没有选择监管一般居家上门服务和日间照料设

施的都道府县级行政单位，而是选择了设施所在的市町村

的基层行政单位，即将行政监管的权力下放给了设施所在

地的基层。

在民间监管方面，日本每个地区都设有“社区嵌入型服

务设施运营委员会”，成员由本地区的介护保险参保人、设

施利用者、运营方和专家学者组成，负责为地区内的设施设

定各种相关标准。设施运营商通过公募方式确定，对从人选

决定到运营后评估的各个环节进行透明把关。

4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发展状况

以下利用日本政府的开放数据 [6] 对上述九种社区嵌入型

养老设施的发展状况加以考察。

4.1  社区嵌入型设施体系在日本全国的发展状况
本文梳理了各种设施在日本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的发展状

况，图 3 展示了各都道府县中各类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数量与

老年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设施数量的分布状况基

本与该地区老年人口的分布状况成正比，例如，在以东京都为

首的大城市地区，老年人口多，相应的设施数量也比较多。

图 4 统计了不同种类的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在各都道府

县中的数量分布状况。可以看到，在大多数地区，社区嵌入

型日间照料设施在数量上都远超其他设施，已发展成为设施

体系中的核心。因此，下面选取社区嵌入型日间照料设施来

分析它在具体地区的发展状况。

4.2  社区嵌入型设施体系在具体地区中的发展状况——

以东京都世田谷区为例
（1）研究对象概况

基于前述日本各都道府县养老设施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

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在以下针对具体地区的研究中，选取

东京都中老年人口最多的基础行政区世田谷区为例，分析该

地区的养老设施发展状况。如图 5 所示，世田谷区地处东京

都的西南部，介于中心城区与城郊之间，总面积 58.05 km2。

用地性质基本上为住宅用地，其比例达到约 90%；其次为商

业用地，不到 10%；还有不足 1% 的工业用地。

2018 年世田谷区的总人口为 90.9 万人，约占东京都 23
区总人口的 9.6%，是东京都 23 区中唯一一个人口规模超过

图 3  日本全国各都道府县中各类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数量和老年人口的分布状况（2017.10）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其中老年人口数量来自参考文献 [6]，设施数量来自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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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万人的人口大区，同期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8.2 万人，

高居东京都首位。该区由于与中心城区接壤，交通方便，现

已成为在城市中心区工作人群的人气居住点之一。

（2）世田谷区的城市化发展与老年人口分布

与东京中心区之间的便利交通条件，加上区内众多艺人

居住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带动了世田谷区地价的上涨。2019
年世田谷区的公示平均地价约为 69 万日元 /m2，在东京都

23 区中虽仅列第 14 位，但其中心区的平均地价均超过了

100 万日元 /m2[8]，达到了东京都中心城区的平均水平。

同时世田谷区由于居住人口多，税收充足，使区内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以完善。与涩谷区接壤的中心区城市

化发展早，目前已经形成了如图 6 所示的高度成熟的城市化

地区，以及图 7 所示的老年人口密集分布的地区。

（3）社区嵌入型日间照料设施在地区内的配置情况

在这样一个高度城市化、老年人口密集的地区，作为养

老设施体系中的核心设施，世田谷区内的日间照料设施配置

状况如图 8 所示，普通型和社区嵌入型的日间照料设施基本

覆盖了地区全域。

对应图 9 中地区内老年人口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普通

型设施主要分布在中心区的南侧外围地带，而社区嵌入型则

以中心区为最主要的配置重心。普通型设施和社区嵌入型设

施彼此形成错位的发展重心，两者呈现互补的分布状态。社

区嵌入型设施在老年人口最为密集的中心区大量配置，凸显

出其小规模的渗透优势，两者的互补分布基本实现了设施在

地区内的全面配置。

5  日本发展社区嵌入型设施的补充举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日本在设施配置上规划了大小规

模的两个设施系列，以“在地养老”为理念，为了保证社区老

年人切实获得贴身的养老服务，在政策上积极推动小规模社区

嵌入型设施的配置发展。为了保证当地老年人有更多获取服务

的机会，规定该类设施原则上只能服务于本地区的老年人；为

了让设施在社区中深入渗透，以“小而专”的形式去对应多样

化的服务需求，要求设施必须控制在一定规模以下。

然而，这一以服务老年人为出发点的设施规划思维，执

行起来并非易事，在实施过程中碰到了各种障碍和问题。最

主要的莫过于设施运营上的问题。

从设施运营商的角度来看，设施只能服务于区内，考虑

服务半径，显然在区位选址上会倾向于设置在行政地区的中

心，或人口分布密集的位置，于是边缘地带自然受到冷落；

同时，小型设施难以通过规模效应实现运营效益。针对上述

问题，日本在政策层面构建了以下对策。

5.1  针对边界区域获取均衡服务的对策
虽然社区嵌入型设施原则上规定其服务对象仅限于居住

在设施所在行政地区范围内的老年人，但实际上这样的规定

图 4  不同类型的社区嵌入型设施在日本全国各都道府县中的数量分布状况（2017.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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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世田谷区在东京都中的区位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参考文献 [7] 绘制

图 6  高度城市化的世田谷区中心地带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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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行政区的边界仅是一条街区道路或

地理分界（如小河等），对于生活其间的居民来说并没有明

确区分的概念和必要性；其次，如果设置在行政区的边界上

却不能跨界运营，设施在选址时必然出现上述回避边界地带

的运营商思维，导致边界地区可能缺失设施服务点：此外，

如果只能利用区内的设施，而区内设施发展条件又不充分，

可能出现老年人口分布密集处设施供不应求的局面，难以形

成基于市场机制的良好竞争环境，导致设施在提升服务品质、

形成竞争优势等方面缺乏动力。

鉴于这些情况，日本制定了一个邻近地区业务互相利用

的行政条例，即规定邻区设施在取得本区许可后可以进入本

区提供跨区服务，从而解决了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不得跨行

政地区提供服务的问题。

图 10 分析了世田谷区区内设施与跨区设施的分布状况，

可以看到这一措施有效地扩充了边界地区的服务环境，同时通

过适当引进合理竞争，实现了地区内设施在总体上的健全发展。

图 9  世田谷区内日间照料设施总体分布状况的核密度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7  世田谷区老年人口与日间照料设施的分布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其中人口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7]，设施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4]

图 8  世田谷区内普通型日间照料设施（左图）和社区嵌入型日间照料设施（右图）分布状况的核密度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 绘制

以世田谷区为例，区内的社区嵌入型日间照料设施为

133 所，普通型日间照料设施为 94 所，合计 227 所，而区外

的跨区运营设施为 54 所，达到区内设施总数的约 24%，为

区内老年人提供了有效的服务补充，尤其是为居住在行政区

边界地带的老年人提供了更多选择。

5.2  针对小规模设施提升运营效益的对策
小规模设施在独立运营时难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经济

效益，这在日本厚生劳动省每年对全国设施运营实际状况的

调查数据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同样以日间照料设施为例，日本厚生劳动省在 2017 年

对全国日间照料设施的经营效益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随

着利用人次的增多，设施的收益率不断上升。规模低于 150
人次的最小规模设施出现 4.5% 的赤字；利用人次 150 的设

施开始进入可以盈利的状态；而规模大于 901 人次时，其收

益率可达 10%（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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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短板，或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提高人员、设备等投

入的有效利用率。另一方面也通过提高服务单价的方式来提

升小规模设施的盈利能力。以日间照料设施为例，比如在服

务时间同为 2~3 小时、服务对象同为介护度 -1 时，政府规定

的收费标准是有区别的，其中社区密接型为 596 日元，普通

型为 532 日元，大规模Ⅰ型为 516 日元，大规模Ⅱ型为 498
日元（利用者负担 20% 时）[10]。可以看出，不同规模设施的

收费标准是存在梯度的，更能照顾到小规模设施的经济效益。

从以上政策层面的对策可以看出：日本养老设施的配置

规划坚持“以服务老年人为本”，在这一前提下，逐个应对

解决实施层面的具体问题，这样既遵从了规划政策的初衷，

又实现了针对不同地区条件的灵活应用。

6  对中国的启示

6.1  中国城市居住小区的特点
中国的城市居住小区呈现老年人高密度集中的特点。一

方面，福利分房时代建成的居住小区，经历了住房与居民同

步老化的过程，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形成了老年人的聚集现

象。另一方面，1998 年住宅商品化之后大规模开发建设的

商品住宅具有高层、高容积率等特点，居住密度高、人口规

模大，同样具有老年人集中居住的特征。因此，在配置社区

养老设施时，如果简单执行统一的规划指标，为每千名老人

配置 40 张养老院或老年养护院床位，非常容易导致配建大

规模设施的结果；并且，由于城市郊区与城市中心区、新建

小区与老旧小区在老年人的数量、年龄和身体条件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按照同样规模和床位数量标准配置养老设施必

将带来供需空间错位的问题。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居住建筑形态和居住人口密度等方面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两

国就近配置养老设施提供养老服务的理念和目标是一致的。

中国以高层住宅为主的城市居住小区规模更大、人口密度更

高，这意味着在小区中配置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能够就近服务

更多老年人，如果能够合理借鉴日本社区养老设施配置的先

进经验，将实现更高的服务效率。

6.2  日本经验对中国社区养老设施发展建设的启示

6.2.1  明确相关概念，完善设施体系

可借鉴日本经验，对养老服务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

定，进而根据服务内容对应设施的类型、规模和建筑要求。

各部门的相关规范应统一用词，以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和一

致性。

在此基础上，应从规划层面对养老设施体系建设进行通

盘考虑。例如，可借鉴日本构建与原有设施并列的社区嵌入

图 10  世田谷区内与邻区提供跨区服务的日间照料设施总体分布状况
的核密度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1  社区嵌入型与普通型日间照料设施的利用人次与税前收益率之
间的关系（2017 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参考文献 [9]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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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规模以上的设施利于提高效率，单纯从追求经营效

益的角度来看，扩大设施规模显然是有效的手段。然而，从

老年人利用者本位出发的日本养老体制设计，追求的是为不

同生活和体能状态下的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高品质养老服

务。扩大运营规模有可能造成以下方面的问题。

 ●  开设门槛要求方面（用地、建设、人员、资金等的保

障）：一定规模的设施需要具备一定面积的空间场地，

为了确保场地的经济性，设施必然会回避地价租金高

昂的中心地区。

 ●  运营能力要求方面：一定规模的设施要求经营者具备

机构组织的运营经验和能力，小规模家庭式的做法难

以满足要求。

 ●  服务内容和水准要求方面：从业务效率出发，一定规

模的设施趋向于根据利用者需求，以最大公约数形式

选取服务内容，而忽略了少数人的特殊需要。

因此，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中强调以保持小规模为前提，

从如何提高设施运营效益上提出解决方案。为此在行政层面，

一方面引进了卫星型的设施配置方式，即允许以大带小，通

过共享以人力为首的各种资源和母体设施，来改善运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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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设施体系的经验，以弥补既有体系在社区层面的不足。同

时，将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必不可少的上门介护服务机构、

带有服务的老年公寓，以及融合多种功能的复合型设施等纳

入体系中，形成覆盖更广泛人群需求、组织架构更合理的设

施体系，为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建设指标、实现有效的监督

管理创造条件，促进养老服务设施的健康发展。

6.2.2  因地制宜确定配建指标和设施规模

在规划层面，可借鉴日本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区域化发

展方针。充分考虑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老龄化程度和

分布状况等因素，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制定差异化的规划建

设指标。例如，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老年人口密集、照护

服务需求量大的地区，可考虑采用较高的配建指标；在经济

条件一般、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居住人口较为分散的

地区则可适当降低配建指标。

在设施建设层面，建设标准应因地制宜，兼顾不同规模。

在兼具空间场地条件和服务需求的地区，可配建一定规模以

上的大中型综合设施，提高设施的利用和运营效率。在不具

备空间场地条件但具备服务需求的地区，可借鉴日本积极推

动小规模社区嵌入型设施建设的经验，将理论上需要的大中

型设施打散成若干小规模设施，分散配置在有老年人需求的

社区中。根据社区具体情况，调整既有规定中的设施规模下

限，或适度限制规模上限，给设施规模配置留下弹性的发展

空间，这将有效降低设施建设和运营的门槛，推动小规模、

多元化设施的发展建设。同时，由于进入社区的设施大多规

模相仿、条件类似，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促使运营

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便于利用者获得更加多样化、高质量

的服务选择。

6.2.3  充分发挥设施的区域协同作用

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举措，发挥养老设施的区域协同作

用。一方面，可借鉴日本有关邻近地区的业务互相利用条例，

允许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邻近范围内跨行政区域提供养老服

务，从而改善行政边界区域老年人获取服务的均衡性和便利

性；另一方面，可在区域内引入“以大带小”的设施配置模

式，使设施之间通过共享人力和设施设备资源，提升利用效

率和经济效益。

7  结语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渐深化，养老设施的合理

配置愈显重要和急迫。良好的配置结果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

供可持续的养老生活环境，同时也将成为推动城乡空间再造

和城市再生的关键行为。日本的实践经验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学习借鉴相关先进做法，实现养老设施的全面、合理配置，

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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