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生存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孙佳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eep.v4i2.1250
[摘 要] 中国人口结构已经逐渐向老年化发展,现阶段“二养四”也已经成了普遍的家庭结构,养老问题
已经从家庭问题转换成了社会问题,这样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提出的新的挑战。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
为缓解这一社会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分析未来社会养老模式的战略发展与现阶段社区居家
养服务老模式的优势及对策做出分析,以期为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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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 aging. At the present stage, "two children
raise four elderly" has become a common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family problems to social problems, thus posing a new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The proposal
of the community home care model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alleviating this social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social pension model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urrent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model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on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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