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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服务业对外

开放的水准。2019年我国服务业利

用外资的比重占到了我国利用外

资总额的 69.87%，远远超过了制造

业、农业等领域。同时，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也在日渐加深，60-65周

岁的老人从 2013年的 2亿人增加

到 2019年的 2.5亿人，占总人口

的比重也从 14.9%上升到 18.01%；

65 周岁以上的老人从 2013 年的

1.3亿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1.8亿

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 9.7%上升

到 12%。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养老

问题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

自从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

意见》）以来，我国养老服务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利用外资的水平不断

提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分

析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业利用外资

的现状及问题，如此才能为其高质

量地利用外资提供相应的对策。

一、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业利

用外资的现状

（一）外资投资形式多样

自从 2013年国务院出台《若

干意见》以来，养老服务业利用外

资进入了快车道。2013-2019年外

资进入中国的养老服务业企业数

量不断增长，从 2013年的 5家增

至 2019年的 110家。外商投资养

老服务业不仅企业数量增长快，而

且投资形式也比较多样。从投资企

业类型看，2013-2019年间，中外合

资、外商独资企业占投资企业总数

的比重超过 60%，其中，2017-2019

年间这两类形式的投资企业占比

更是高达 90%。从投资企业的类别

看，2013-2019 年间，投资额为

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数量占据多

数，其比重保持在 40-87%之间；投

资额为 500-1000万元的企业数量

占比在 6-40%之间，而且比重是呈

逐年下降趋势；投资额在 5000万

元以上的企业数占比 10-20%之间。

由此可见，外商进入中国养老服务

业，投资额在 5000万元以下的小

微企业居于多数，这与服务业的特

点比较契合。

（二）外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引资规模上看，利用外资有

两种形式，即合同利用外资额和实

际利用外资额。从合同利用外资额

上看，外资在养老服务业中的投资

规模是不断扩大的，2013年的合同

投资额为 4825.9万美元，到 2019

年增长至 187845.3万美元。从实

际利用外资额而言，外资投资养老

服务业的金额在 2013年为 4521.1

万美元，到 2019年增长至 21588.5

万美元。显然，实际利用外资额与

合同利用外资额相比有一定差距。

（三）外资来源地日渐多样化

1. 外资来源地的企业数量及

比重。就外资来源地看，2013年进

入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外资来自于

中国香港、日本、加拿大这 3 个国

家和地区，到 2019年进入中国养

老服务业的外资来源于 11个国家

和地区，还增加了法国、中国台湾、

美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

坡、荷兰这 8个国家和地区。就不

同外资来源地的投资企业数及比

重看，2013-2019年，中国香港历年

来投资的企业数量位居第一位，在

这 7年时间内，中国香港投资的养

老服务业企业数占比保持在

50-64.6%之间。其次是日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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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养老服务业企业数占比保

持在 8.4-20%之间。除了中国香港、

日本在这 7年时间内连续有投资

之外，加拿大、美国、法国、韩国、中

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7年来基本

上只有 3-5年内保持有投资，而荷

兰则只有 2018年才有投资。

2. 外资来源地的投资金额及

比重。从历年来外资投资金额及

比重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2013-2014年，这两年是加

拿大、法国寡头逐鹿的时代，2013

年加拿大对中国养老服务业投资

金额位居首位，实际投资金额达

到 了 3164 万 美 元 ， 占 比 为

69.98%；2014 年则是法国对中国

养老服务业投资金额占据第一

位，实际投资金额为 1879.6万美

元，占比为 58.6%。第二个阶段是

从 2015-2019年，这一阶段中国香

港的投资金额一枝独秀，5年来位

居第一位，对内地的养老服务业

实际投资金额在 1938 万 -18776

万 美 元 之 间 ， 比 重 维 持 在

63.5-86.97%之间，实际投资额及

比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

区。除此之外，法国、日本对中国

养老服务业投资特色鲜明，法国侧

重于高端养老服务业投资，如知名

企业欧葆庭、高丽泽等积极在华进

行产业布局；日本侧重于专业化领

域的投资，7年来每年均保有投资

额。

（四）投资区域范围日渐拓展

1.投资区域分布。2013年外

商对中国养老服务业的投资局限

于北京、上海、海南、广东等四省

份，2019年已经扩大到全国 23个

省份，覆盖率达到了 74.2%，东部、

中部、西部皆有分布。另外，随着

我国自贸区对外开放力度不断扩

大，18个自贸区内均有外资养老

业布局，其中上海、深圳两大自贸

区内的外资养老企业分别位居前

两位。在外商投资范围内，东部地

区投资企业数量占明显优势，

2013-2019年间，外资在东、中、西

部投资的养老服务业企业数量占

比分别为 72.1%、14.6%和 13.3%，

其中广东 22家位列第一，江苏 21

家、山东 16 家分列第二、三位，这

三个省份的外资投资养老服务业

企业数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

54.1%。总体看，外资对中国养老

服务业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区

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2. 区域投资金额及比重。就

区域投资金额看，东、中部地区的

投资金额占比超过了 80%，从实际

利用外资的金额看，中部地区更

占优势。2013-2019年间，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养老服务业实际利用

外资额分别累计为 18675万美元、

23151.1 万美元、8745.3 万美元。

可见，中部地区在实际利用外资方

面占据一定优势，领先于东部地区

8.2%。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

之所以超过了东部地区，就在于

2018 年河南省从中国香港引资

16000万美元，这是过去 7年来，

外资一次性在华投资金额最大的

养老服务项目。东部地区虽然单

个投资项目的金额均不大，但一

直是呈现递增趋势，而中部、西部

地区的单个项目投资额忽大忽

小，与个别省份一次引资的项目投

资金额比重较大有关。由此表明，

外资在东部地区投资比较稳健，也

表明东部地区养老服务业基础相

对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单个投资

项目的金额波动较大，表明外商

的投资动机存在一定的投机因

素。

二、我国养老服务业利用外

资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层面的问题

1. 政府部门对养老服务业利

用外资不够重视。就引资的战略及

决策看，地方政府比较偏爱于能够

立即带动 GDP增长的项目，比较偏

向于制造业引资，而对于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的服务业引资不够

重视，特别是对单个投资项目较小

的养老服务业引资就更不重视，未

能将养老服务业引资与制造业引

资置于同等地位。正是因为政府部

门存在较强的功利化引资思维，制

约了养老服务业引资质与量的提

升。

2. 相关的激励政策与措施并

未完全落实。随着国务院《若干意

见》的出台，各部门及地方政府也

出台了鼓励外资投资养老服务业

的一些优惠政策，如放宽市场准

入，实施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给予

用地用电用水优惠，运用彩票公益

基金提供补贴等等，除了这些具体

的措施之外，各地政府还相继推出

了汇兑自由、放宽专业人才来华限

制、调整划拨土地使用性质等政

策，总体看，我国给予外资投资养

老服务业的优惠政策及措施较多。

然而在实际贯彻当中，隐形壁垒尚

未消除，导致了一些优惠政策和措

施不能落到实处。

3. 扶持政策及措施的形式亟

待丰富和完善。与一般服务业相

比，外资投资养老服务业的扶持和

优惠政策形式还应该多样化。如中

医药医疗保健及相关服务已经纳

入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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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符合条件的该类企业每年

能够获得 15%的企业所得税减免。

但技术要求高、产业关联度强、服

务普惠性广的养老医疗服务并未

纳入到中医药医疗保健及相关服

务领域，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

政策。另外，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对养老服务业的财税、保

险、投融资、补贴等领域的支持还

不够细化，亟待完善。

（二）行业层面的问题

1. 我国养老服务业利用外资

的规模过小。随着市场准入的放

宽，外资进入中国养老服务业的渠

道逐步拓宽，然而 2019年我国养

老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还不到 2.2

亿美元，全国卫生服务行业利用外

资规模 4.5亿美元，养老服务业利

用外资的规模占卫生服务业利用

外资总额的比重为 48.88%。从比例

上看，这个比重并不低。但 2019年

全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为

1198.6亿美元，与服务业利用外资

的庞大规模相比，养老服务业利用

外资规模过小。利用外资规模过

小，表明养老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还

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外资的吸引力

不足。

2. 我国养老服务业利用外资

结构有待优化。就投资来源地而

言，养老服务业利用的外资大部分

是来自于中国香港地区，而来自于

香港的养老服务业资本主要是房

地产资本，部分港商以养老服务业

的名义在大陆投资房地产，存在着

较大的投机因素；从投资区域看，

外商投资过于集中于东部地区，中

西部地区投资较少且内部结构也

不够均衡，至今天津、黑龙江、江

西、西藏等 8个省份还没有外资涉

足当地的养老服务业。另外，养老

房地产业在养老服务业利用外资

中的比重过高，不仅侵占了养老服

务业的财税、用地等方面的资源，

也不利于养老服务业与上下游产

业之间的衔接。

（三）企业层面的问题

1. 企业客户定位的高端化降

低了养老服务业的普惠性。外商投

资的企业特别是独资企业客户定

位过高，锁定中高端客户群体，导

致普通老龄人口望而却步。这些养

老服务企业一般而言，设施比较高

档，收费也比较高昂，对于普通的

退休老人，难以承受这些高昂的费

用。如法资的欧葆庭（南京）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开设医养护理服务，一

个月的床位费就需要 8000 元，这

明显高于我国大多数老龄人口的

月退休金。养老服务业虽然是服务

产业，但其也属于一项社会事业，

客户定位的高端化大大降低了该

行业的普惠性，不利于该行业的持

续发展。

2. 高品质的服务定位与投资

收益率难以兼得。外资进入中国养

老服务市场，在提供高品质的养老

服务的同时更需要考虑高投资的

回报率。然而，在实践中，这二者之

间无法兼顾。如很多外资养老服务

企业经营方式专业水平高，配套设

施设备也比较齐全，对护理人员的

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这无疑会

增加运营的成本，导致很少有企业

能够在短期内盈利，部分企业甚至

亏空较大。据人社部的一项调查数

据显示，2019年中国有 150家独资

或合资养老服务企业，年度能够实

现盈利的比例不超过 10%。

（四）人才方面的问题

国际养老产业协会（IAHSA）提

供的护理人员与老龄人口的比例

是这样的：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与

专业护理人员的比例是 10:1；生活

能够半自理的老人与护理人员的

比例是 6:1；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老人与专业护理人员的比例是 3:

1。基于这样的比例，2019年我国

60周岁以上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的老人有 4000万。然而现在整个

养老服务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不足

100万，通过人社部、卫健委认证的

专业护理人员仅为 14.8万。而这

14.8万人当中符合外资企业要求

就更少。因此专业护理人才的短缺

是制约中国养老服务业利用外资

的最大短板。

三、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业利

用外资的策略建议

（一）强化养老服务业利用外

资的产业方向引导

第一，各地要按照自身服务业

发展基础及人口老龄化率的现实，

按照国务院 2017年修订的《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 2019年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

工作的意见》（下称《利用外资的意

见》）中的要求，引导外资在养老服

务业中的投资方向。在这个过程

中，要积极引导外商投资老龄人口

的医疗服务、娱乐康养、文化旅游

以及老年医护用品生产等领域。各

地政府要积极拓宽引资渠道，引导

外商投资方向与当地产业的契合

度，打造本土化的与养老服务业相

互衔接的上下游产业链，不断优化

产业链结构，推进养老服务业的高

品质发展。第二，各地政府在审批

外商投资过程中，要优先审批与制

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度高的养

老服务业投资项目，避免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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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走向养老地产业。对于与各地制

造业、文化旅游业、医疗服务业关

系密切的养老服务投资项目要优

先审批，严格按照《利用外资的意

见》中的要求确立外商投资形式。

第三，各级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养老服务业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当前养老服务业

专业人才匮乏是制约其利用外资

的重要因素，通过相关的产业优惠

政策，鼓励外资在华设立养老服务

专业人才培训中心，加大与中国相

关高校、科研机构、培训机构的合

作，为提升中国养老服务业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创造平台。

（二）拓宽养老服务业的引资

渠道

第一，要不断拓宽养老服务业

引资来源地。客观看，中国香港进

入内地养老服务业多是地产资本，

带有较强的投机色彩，而且中国香

港的养老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与欧

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并无优势。因

此各地政府要基于本地区服务业

发展基础，加大面向欧美日发达国

家引资，不断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业

利用外资的结构。如瑞士、瑞典、俄

罗斯、新西兰等国家的养老服务业

发展颇具特色，而这些国家在中国

养老服务业领域基本没有投资，因

此当前需要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

业的引资针对性。第二，要不断创

新养老服务业引资合作方式。按照

《外商投资法》的要求，我国养老服

务业在引资过程中，可以加大 PPP、

利润再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来利

用外资。同时要需要进一步加大金

融、保险、医疗、人才培养等领域的

制度革新，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

场，适当引进部分国际风投资本，

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引资

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依赖程度。

（三）优化养老服务业利用外

资的领域和区域

第一，要注重养老医疗服务、

康复护理、老年医疗用品生产等产

业关联度较宽领域的引资。养老服

务业作为一项投资大、回报周期长

且带有公益色彩的产业，是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重要社会服务机制。然

而仅仅以养老地产业作为支撑，不

足以带动养老服务业社会化效应

的溢出。因此我国要加大养老服务

业当中产业链长领域的引资力度，

不断推进制造业、金融业、医疗服

务业与养老服务业之间的渗透和

结合。第二，要引导外资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相比，社会服务不够发达，老

龄人口养老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

下，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要加大养

老服务业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完善

社会服务体系，吸引外商资本进

入。同时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降

低外商投资的风险及成本，从人力

资源、社会服务、资金等多角度来

实现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养老服务

业投资结构优化。

（四）完善养老服务业外资投

资保障机制

第一，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及经

营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监管、审

批及管理的透明度。《外商投资法》

虽然对外商投资的方式、领域以及

监管程序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

但该法的规定还是比较原则，且部

分内容与《民法典》《基本医疗法》

《保险法》等相冲突，因此当务之急

一方面各地要出台养老服务业引

资的相关细则，另一方面立法部门

要厘清《外商投资法》与养老服务

业相关领域法律之间的内容冲突，

确保法律实施的公平和统一。第

二，各地要不断优化和改善外商投

资环境。养老服务业带有较强的社

会公益属性，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

公共产品支持。在硬件方面，要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履行相关用地用

电用水用气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降

低外资投资成本；在软件方面，各

地要不断简化相关引资审批程序，

在外资经营过程中要做好“一站

式”服务，降低外资在养老服务业

领域的经营成本。▲

注释：

①数据说明：投资数据来自于商务

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

营信息联合报告信息公示平台，

占比、倍数为计算所得；人口数据

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

（National data），占比为计算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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