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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养

老金融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养老金融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养老金融行业的现状、中国

养老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养老金融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养老金融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养老金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养老金融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养老金融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养老金融政策环境分析

 一、养老金融监管机构

 二、养老金融相关政策

 三、养老金融相关法规

 四、养老和健康重要政策

 第二节 中国养老金融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规模分析

 二、中国城镇化率分析

 三、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

 第三节 中国老年人口发展状况

 一、中国老年人口规模

 二、中国老年人口特征

 三、中国老龄化发展态势

 四、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

 五、丧失自理能力老年人占比

 六、老年人生活收支情况

 （一）老年人就业情况

 （二）老年人的收入情况

 （三）老年人的支出情况

 第四节 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进展

 一、养老保障体系介绍

 二、养老保险体系介绍



 三、社会养老体系改革

 （一）退休金双轨制

 （二）养老金双轨制并轨

 四、延迟退休年龄制度研究进展

 五、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

 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比例提高

  

 第二章 中国养老产业金融市场调研

 第一节 养老机构发展规模

 一、养老机构数量统计

 二、养老机构床位数情况

 第二节 养老地产发展分析

 一、养老地产发展状况

 二、养老地产市场竞争

 第三节 养老医疗保健市场调研

 一、老年人药品市场现状

 二、老年人保健品市场调研

 三、老年人医疗器械市场调研

 四、老年人健身器材市场调研

 五、老年人康复器材市场调研

 第四节 养老生活用品市场发展分析

 一、老年人食品市场调研

 二、老年人服装市场调研

 三、老年人生活护理用品

 第五节 养老护理服务市场发展分析

 一、养老护理服务市场状况

 二、养老护理服务市场需求

  

 第三章 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养老资金来源情况分析

 一、国家财政支出

 （一）财政投入



 （二）福利彩票收入

 二、企业年金

 三、养老资金新来源

 （一）消费养老

 （二）以房养老

 第二节 养老金融发展模式分析

 一、养老金融发展模式概况

 二、保险+养老医疗地产

 三、保险+医疗服务

 四、保险+养老服务

 第三节 养老金融发展现状及不足

 一、养老金融体系

 二、资本市场

 三、养老金融产品

 四、养老金融政策

 第四节 养老金融市场发展态势

 一、身体特征决定老年人需求特点

 二、75岁是老人刚需释放的起点

 三、当下三发展老年金融最佳时间

  

 第四章 中国养老金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养老金市场发展状况

 一、养老金市场规模分析

 二、养老金体系产品结构

 三、养老金市场渗透率分析

 第二节 养老金体系细分产品分析

 一、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状况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概况

 （二）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三）基本养老保险区域分布

 （四）基本养老保险参与人数

 （五）社保基金发展状况分析



 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状况

 （一）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本概况

 （二）企业年金累计结存规模

 （三）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

 三、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状况

 第三节 中国寿险发展规模分析

 一、寿险原保费收入规模

 二、寿险原保险赔付支出

 三、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

 四、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投资管理资产

 第四节 养老金市场发展态势

 一、养老金市场化管理方式

 二、养老金业务开发分析

 三、养老金体系改革展望

  

 第五章 养老金入市及发展展望

 第一节 养老金收益状况分析

 一、养老金投资收益率

 二、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率

 三、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

 四、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与海外国家对比

 第二节 养老金支付缺口不断扩大

 一、我国养老金缺口预测

 二、国内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

 第三节 养老金入市时机已成熟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相关政策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范围放开

 三、养老金、社保基金以及企业年金投资办法对比

 四、OECD国家养老金各类资产配置比例

 五、非OECD国家养老金各类资产配置比例

 六、养老金统筹问题突破：广东、山东试点成功

 七、养老金集中投资运营：社保理事会优势凸显



 第四节 养老金入市规模及增量预测

 一、养老金初始入市规模分析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增量预测

  

 第六章 中国高净值人群养老保险购买状况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

 二、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区域分布

 三、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构成情况

 四、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家庭结构

 五、2019年中国高净值家庭赡养老人数量

 六、2019年中国高净值家庭赡养老人年龄

 七、2019年中国高净值家庭孩子所处阶段

 第二节 中国高净值人群寿险市场现状分析

 一、中国高净值人群寿险市场规模

 二、中国高净值人群寿险态度分析

 （一）高净值人群寿险购买品种

 （二）高净值人群寿险信息来源

 （三）高净值人群寿险购买现状

 （四）高净值人群寿险购买渠道

 （五）高净值人群寿险购买前景

 第三节 高净值人群商业养老保险购买状况

 一、高净值人群已购买养老保险年限分布

 二、高净值人群家庭年交总保费分布

 三、高净值人群商用养老保险年金受益人

 四、高净值人群商业养老保险满意度

 五、高净值人群商业养老保险不足因素

 六、高净值人群商业养老保险再次购买因素

 七、高净值人群商业养老保险再次购买受益人

  

 第七章 银行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分析

 第一节 银行完成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初步布局



 一、社会养老保险服务

 二、金融社会保障卡服务

 三、全国社保基金托管服务

 四、企业年金业务

 五、养老投资理财

 六、养老产业投融资

 七、综合养老金融服务

 第二节 银行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态势

 一、银行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二、兴业银行构建多层次养老金融体系

 三、不同类型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各有侧重

 四、从金融供给侧改革角度创新发展养老金融

 第三节 我国银行业养老金融业务投资策略

 一、积极开发储蓄类养老金融产品

 二、积极开发职业年金类养老金融产品

 三、积极开发证券类养老金融产品

 四、积极开发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

 五、积极开发基金类养老金融产品

 六、积极开发信托类养老金融产品

 七、积极开发房地产类养老金融产品

 八、积极开发投资理财类养老金融产品

 九、积极开发组合型养老金融产品

 十、积极开发特色增值类养老金融产品

 十一、组建成立养老金公司

  

 第八章 中国养老金融市场主要竞争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养老保险业务

 （一）企业养老产品类别

 （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

 （三）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四）投资管理资产规模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 中国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养老保险业务

 （一）企业养老产品类别

 （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

 （三）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四）投资管理资产规模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中国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养老保险业务

 （一）企业养老产品类别

 （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

 （三）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四）投资管理资产规模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养老保险业务

 （一）企业养老产品类别

 （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

 （三）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四）投资管理资产规模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五节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养老保险业务

 （一）企业养老产品类别

 （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

 （三）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四）投资管理资产规模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九章 2020-2026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前景及投资趋势分析分析

 第一节 《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一、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总体要求

 二、完善养老金融多层次组织体系

 三、创新适合养老特点信贷产品和服务

 四、拓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五、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及优化保险资金使用

 六、提高居民养老领域的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七、养老金融加强组织实施与配套保障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及前景

 一、中国养老金市场发展趋势

 二、中国养老保险市场发展趋势

 三、中国养老保险市场前景预测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规模预测

 一、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规模预测

 二、企业年金累计结存规模预测

 三、寿险原保费收入规模预测

 第四节 2020-2026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投资趋势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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