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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成立背景

2.协会精神

3.历届领导



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简称省老服会）于2007  年9

月16日在杭州成立，是在省民政厅指导下，在全国 范围内

较早成立的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省老服会是联络政府与民间的桥梁，协会坚持“团

结协作、整合资源、服务老人、协调推进”的指导思想， 

持续向相关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积极推动我省老年服 务

业发展。

  协会是浙江省社会养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

成立背景

联合省内为老服务单位、组织和个人， 

提高省内养老综合服务水平。

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福祉。

协会精神



历届领导

名誉会长：张蔚文
会       长：马光武
副  会  长：冯根生
                 沈爱琴
                 牟晓军
                 杨广义                  
                 俞胜法        
                 谢春山        
                 谢熙平
 

秘  书  长：牟晓军（兼）  
副秘书长：詹传东（专职）

第一届

2007年9月16日在杭州召开
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名誉会长：张蔚文 张启楣
会       长：徐鸿道
执行会长：马光武
副  会  长：刘   俊  牟晓军
                 但志婷  杨广义
                 张玲中  季新鸿 
                 汪建华  何雪玲
                 诸博平  鲍洪洋
                 高浩然  易献峰
                 董   琦  陈   冈
                 吴德龙  姚楚泉

顾       问：张林耕  徐爱光
                 沈爱琴  谢春山

秘  书  长：牟晓军（兼）
副秘书长：詹传东（专职）

第二届

2013年4月9日在杭州召开
第二届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届

顾       问：马光武
会       长：孙树华
（2017年7月1日—2019年3月31
日）
常务副会长：牟晓军 
驻会副会长：熊佩飞
监  事  长： 谢春山
监       事： 但志婷   陈   冈
副  会  长： 刘   南   周   微
                  周友宪   杨广义
                  张仁杰   诸博平
                  莫桂花   袁胜元
                  余小剑   易龙辉
                  董   琦   余伟民
                  陈永华   龚报均
                  何立强   夏美坤

秘  书  长： 詹传东
（2017年4月29日—2018年1月26
日）
秘  书  长：熊佩飞（兼）

 2017年4月29日在杭州召开
第三届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届

顾       问：马光武
会       长：徐佳增
副  会  长：牟晓军   周   微
                  周友宪   杨广义     
                  张仁杰   王大庆
                  诸博平   柯武恩         
                  袁胜元   易龙辉   
                  董   琦   余伟民   
                  陈永华   何立强   
                  夏美坤   孙晓冬   
                  沈一珊   徐东枚                     
                  徐   红    杨   锋    
                  莫桂花   张宏声                           
                  方启富   方   敏   
                  许翠爱

会长助理： 詹传东
监       事： 但志婷    陈   冈
秘  书  长： 牟晓军
副秘书长：  周   微    徐思明
                   张   英    沈小平
                   杨立江

 2019年6月21日在杭州召开
第三届三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历届领导

第三届

顾       问：马光武
会       长：徐佳增
副  会  长：牟晓军    周   微    周友宪
                  杨广义   王大庆    诸博平   
                  柯武恩   袁胜元    易龙辉
                  董   琦    余伟民    陈永华   
                  何立强    夏美坤    孙晓冬
                  沈一珊    徐东枚    徐   红
                  杨   锋    张宏声    方   敏
                  许翠爱    陈国民    干爱玲
                  陈黎华    刘志刚    吕一鑫               
                  吴国汀    方建西    汝才良
                  肖艳彦    卓永岳                            
               
会长助理： 詹传东
监       事： 但志婷    陈   冈
秘  书  长： 牟晓军
副秘书长：  周   微    徐思明
                   张   英    沈小平
                   杨立江

 2020年10月28日在杭州召开
第三届四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发展情况

二

1.承接项目

2.承办活动

3.参加活动



•  受省民政厅委托，起草《浙江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及《浙江
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实施细则》

•  受省民政厅委托评定全省四级、五级养老机构

•  获省民政厅养老护理员省级培训基地

• 与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幸福助老”基金

• 获教育部（失智老年人照护）1+X证书省级考评站

• 起草浙江省《养老机构服务与管理规范》(GB33/T926-  2014)地方标准
• 起草制订浙江省《养老护理分级标准》和《养老机构入住协议书》
• 拟定《浙江省政策性养老机 构综合责任保险方案》
• 完成省老龄科研中心《浙江省民营养老机构生存状况调查和发展建议》
• 受杭州市民政局委托，修订《杭州市养老机构星级评定标准》项目……

承接项目

发展情况



• 2020年入围中国福利彩票 ——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

• 2008年开始至今，共承办七届浙江省养老护理员技能大赛
• 对参加全国技能大赛的队员进行选拔、集训和带队
• 为省内各地养老机构培训养老护理员近3000人
• 连续第三次入围浙江省省级福彩基金资助项目，为我省欠

发达山区的病残独居老人和贫困老人送温暖
• 连续承办“浙江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承办活动

发展情况



• 2012年参加全国女职工岗位 技能大赛获全国第一名

• 开展以”孝”为中心的敬老、 爱老公益活动46场次

• 受省老龄委托，在舟山、湖州、衢州、丽水等地加入
银龄互助行动，送护理技能和保健知识到欠发达的农
村基层

• 组织会员单位参加由浙江省质量协会、浙江省总工会、
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妇女联合会、浙江省科学技
术协会等 共同举办的首届全国优质服务大赛……

参加活动

发展情况



2021年1月23日 “幸福助老“暨
康养旅居、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

授牌仪式在三门县举行

2020年12月
荣获浙江省4A级社会组织荣誉

2020年12月 开展浙江省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试点工作

2021年1月13日康养旅居基地揭
牌仪式暨开化革命老区“幸福助老”

项目捐赠活动举行

2021年1月18日
向恒泰康养中心捐赠护理床

发展情况



2020年“省养老机构
等级评定专家培训会”召开

2020年8月18日
成立康养旅居专业委员会

2020年中福协莅临
协会交流指导工作

2019年11月30日
成立养老服务设备适配工作委员会

2020年10月28日
成立专家委员会、媒体专业委员会

2020年9月14日
成立文化专业委员会

发展情况



2020年《幸福助老》创刊 
2020年为养老机构
捐赠口罩订购口罩 

发展情况



2020年组织开展幸福助老百场义诊
关爱口腔健康公益活动

2020年开展两次“幸福助老，
关爱心脑”公益捐赠活动

发展情况



2019年组织开展会员向台风“利奇
马”受灾严重的会员单位捐款捐物

2019年组织
长三角地区和日本考察活动

2019年组织培训
养老服务机构院长培训班

2019年发起“幸福助老”
暨“迎春送福”活动

2019年举办
通讯员培训班 

2019年发起
重阳节公益活动

发展情况



浙江省养老机构服务与管理规范
（DB33/T926-2014)绩效评估

连续参与承办浙江省国际
养老服务业博览会项目

组织、培训浙江省养老护理员
参加全国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

参与
省老龄办“银龄行动”

2008年至今连续承办
浙江省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 

连续3次入围福彩公益项目 
为贫困山区独居老人送温暖

发展情况



组织外出
参观考察

组织开展爱心企业到养老院
开展“送温暖”活动

开展
养老机构评选活动

召开
项目论证会

开展
培训工作 

为会员单位
授牌

发展情况



入会介绍

三

1.入会条件

2.入会审批

3.会员权益

4.会员服务

5.会费标准



会员由团体会员组成。

团体会员指:以单位名义加入协会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一、拥护本团体章程；

二、自愿申请加入本团体；

三、会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省内养老服务协会、社会福利中心、养老服务指 导中心；

2.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企业；

3. 养老服务设备用品设计生产企业；

4. 从事养老服务业服务管理技术研究的机构和教学 单位；

5. 养老服务信息化产品研发、生产企业；

6. 热心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其他组织机构

入会条件 入会审批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表；

1.填写入会申请表、提供营业执照和单位简
介，加盖公章后寄送协会秘书处；

2.协会秘书处三个工作日内确认申请并电话                
回复；

二、经理事会常务理事或会长办公会议讨论          

  通过；

三、由协会秘书处发放会员牌匾

入会介绍



一、本团队的选举权、被选举机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的活动；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会 员 权 利

会 员 义 务

户名：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 开户银行：杭州银行城北支行 银行账号：3301040160001120446

会 费 标 准

标准 副会长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会费 10000元/年 5000元/年 3000元/年 1000元/年

入会介绍

一、积极承担协会委托交办的工作，按时交纳会费；

二、接受协会的监督管理，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三、维护协会的合法权益；

四、遵守国家法律制度，遵守本协会章程，执行决议；

五、向协会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讯；

六、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对本团队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六、推荐会员的权利。

（1）会长茶叙：议定协会重要事务；

（2）理事会：审议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常务理

事；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

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3）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制定、修改章

程；选举和罢免理事；决定重要变更和终止事宜；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三届会员名单

四

1.副会长单位

2.常务理事单位

3.理事单位

4.会员单位



副会长单位

杭州在水一方养老服务集团

杭州金色年华金家岭退休生活中心  

浙江星利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琳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市社会福利中心

余姚长青老年公寓

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杭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浙江双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亿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怡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龙泉市阳光老年福利中心

杭州顺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景天养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吾爱吾老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龙游县广和长青养老服务中心

杭州昕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恩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和和公益服务中心 

杭州爱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颐乐园

龙泉市休闲养老中心

浙江恒益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海市老年乐园

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广宇安诺实业有限公司

泰康之家大清谷（杭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养老事业促进会

浙江绿康医养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养老服务协会

新昌阳光福利中心

浙江逸和源健康养老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健康养老服务协会

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

第三届会员名单（截止到2021年02月04日）



宁波市嘉和阳光为老服务中心

宁波鄞州怡康院

宁波市海曙区广安养怡院 

宁波市南山老年疗养院

宁波康乐居养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三替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市社会福利院

诸暨市暨阳街道欢乐之家老年托养中心

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德清县莫干山老年乐园

嘉善县保利安平和熹会老年公寓

金华市众邦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

浙江永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市江南街道颐兴园老年公寓

温岭禧乐医养护理院

山水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区海福社会福利中心

常务理事单位

绿城养老服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亲和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

杭州市江干区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杭州康久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随园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墅区老人公寓 

杭州乐湾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思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康久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暮泰颐养中心

杭州吉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西湖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杭州和睦老人公寓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象山县老年公寓开发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健康社区服务中心

浙江省大爱老年事务中心

浙江和康医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驭信健康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中大金石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老年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象山县爵溪街道敬老院

慈溪市安之笑为老服务中心

浙江伟星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麒盛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广福隆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中大金石朗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椿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福寿康医养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徐汇区兰公馆老年公寓

第三届会员名单（截止到2021年02月04日）



理事单位

诸暨市彩虹之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绍兴市柯桥区颐乐园

嵊州市暖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桐乡市安和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嘉善县老年公寓

浙江嘉科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康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社会福利中心

衢州龙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温岭市松门安逸养老院

浙江百龄帮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青田春满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市唯康怡福家园

缙云县天寿养老服务中心

龙泉市祥和养老服务中心

丽水市弘泰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舟山禾仁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舟山市社会福利中心

杭州金秋钱塘老年公寓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杭州萧山颐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朗诗常青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杭州梦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金色年华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和而泰家居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新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方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社会福利院

宁波市奉化区文芳老人护养院

宁波市鄞州区雅戈尔老年乐园

余姚市阳明颐养院

浙江红日家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新昌县社会福利院 

绍兴市仁本居家服务有限公司 

武夷山洋养职工疗休养有限公司

宁波茗山家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赛诺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福如海医养服务有限公司

合煊商务咨询（杭州）有限公司

湖州蜀山养护院有限公司

安徽三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声桥助听器（杭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开元颐养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江曜阳国际老年公寓

慈溪市乐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新东日老人公寓

安吉县嘉德垣托养院

义乌市鸿佰洲养老服务中心

杭州久积控股有限公司

长兴康达老年颐养中心

长兴寓健颐养护理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星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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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

杭州瑶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佳洁齿科有限公司

杭州市基督教敬老院

杭州市余杭区仁济老年颐乐园 

杭州博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淳安县文昌镇栅源托养院

淳安县千岛湖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

淳安县千岛湖红枫颐养院

杭州市富阳区颐宁老人公寓

杭州市富阳区颐乐老年护理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广福养老院

杭州惠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

江北慈城步韬益寿院 

宁海县社会综合福利院

宁波市鄞州区向日葵养老服务评估中心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

浙江省机器人协会 

杭州市上城区唯康老人养生文化公寓

杭州余杭区华临山庄老年公寓

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杭州馨和园颐养院（求是医院）

杭州爱康温馨家园

杭州市江干区丁桥皋亭山养老院

建德市社会福利院

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颐养中心

浙江宝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长川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医学院

温州市洞头区爱之家社会福利院

平阳县霞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苍南县康复养老护理院

乐清市老来福休养中心

瑞安市云江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嵊州市阳光山庄

诸暨市富润老年康乐中心 

绍兴市柯桥区华舍金色年华养老服务中心

绍兴越城复康护理院

浙江银益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福寿康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湖州市社会福利院                                                         

德清爱暮佳颐养中心

安吉万康托养院

德清县清溪养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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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

龙游县福利院

江山市老有所依怡养院 

浙江裕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开化县福利院

常山绿城颐养中心

临海市福寿养老院

台州市椒江区社会福利院

丽水市莲都区管家养老院

云和县和合家园养老服务中心

杭州泰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翼信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睦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市绿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青田县和谐之星敬老院

舟山市定海社会福利院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含山老年公寓

长兴县泗安镇社会福利中心

递铺街道新新社会福利中心

海宁金陵银色康乐园

平湖市柏润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海盐县老年公寓        

浙江佳源医养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亲亲家园老年颐养中心

浙江世纪豪门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平湖市兴平颐养园

嘉兴银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兰溪市爱心老年公寓

东阳市康乐山庄 

东阳市虎鹿镇敬老院

衢州市社会福利院

舟山市普陀区社会福利院 

舟山市岱山县社会福利院 

舟山市定海区第二社会福利院

嵊泗县养老指导服务中心

杭州水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乐清市佳尔尼养老服务中心

浙江家路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状元里护理医院

杭州胤瑞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恒芮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励舟研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易租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益心达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隐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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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定塘镇敬老院

新昌县康元养老院

绍兴市仁本居家服务有限公司皋埠养老院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会稽山养老院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久安老年福利中心

兰溪市城西社会福利院

浙江大盘山药业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紫薇山养老院

江山市四宝藤制品厂

三门县亭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温岭市家和养老院

三门县综合福利院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长城宾馆养老院

杭州悦行优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泰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翼信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

杭州怡康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橡树养老院

浙江青蜓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鑫润达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极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象山县西周镇敬老院

象山县西周镇康乐养老院

象山县泗洲头镇敬老院

慈溪市阳明养老服务中心

慈溪市掌起颐养院

慈溪乐城置业有限公司 （慈溪恭和苑）

慈溪市附海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慈溪市匡堰镇樟树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慈溪市观海卫镇海地养老院

宁波市江北洪塘福利院

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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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智膳云链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兴蕾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暖树康养家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横河镇彭桥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慈溪市新浦镇洋龙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慈溪市庵东镇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浙江睦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长兴国泰康复护理养老院

长兴东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长兴仁德康复护理院

长兴明德养老服务中心

台州市椒江区仁爱颐养院

台州市椒江区好时光养老院

浙江恒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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