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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是关键

“养老院床位的缺口比较
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是明
确鼓励民间资本入注的， 但是政
策的落实是关键问题。 ”中国老年
研究院副研究员麻凤利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很多民办养老院都有
这种感觉， 他们不能和公办养老
院享有同等的待遇， 具体情况各
不相同，但都存在问题，说到底，
是政策落实的问题。 ”

2005 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
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
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 (试
行)》明确，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
资助条件的， 由法人 (非政府机
构)、 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
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
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
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
张床位补助 100 元。

4 年之后， 北京市民政局与
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
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
助办法》， 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
的运营补贴标准从 50 至 100 元
提高至 100 至 200 元。 据上述北
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民办养老院收住一个能自理
的老人每人每月现在可以得到
200 元补贴， 不能完全自理的老
年人每人每月可以得到 300 元
补贴。

“2013 年发放的是 2011 年
的补贴钱，一年压一年。 ”岳志军
说。 所以刚开始运营的时候，确
实经过了很困难的时期，现在他
的养老院入住率达到 90%以上，
人多了，资金才稍微好一些。“另
外，国家有关于水电气方面的优
惠政策，我这儿有的享受不到。 ”

2008 年，北京市民政局《关
于资助街道乡镇养老服务机构
建设的通知》 明确了对新建、扩
建的乡镇(地区办事处)养老服务
机构的资助办法。 2009 年，《北京

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
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文
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力
量兴办的养老机构， 按照养老机
构类型、 建设方式给予不同标准
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新建、扩
建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
16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
床资助 13000 元； 利用其他设施
改建的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
助 10000 元， 非护养型养老机构
每张床资助 8000元。

去年年底，《北京市给予社
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公告》里
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

福利院入住条件的博弈

麻凤利介绍， 在 50 年代建
国初期，就有老年福利院，但是
主要接受对象是城市三无老人、
农村五保老人等， 属于福利性
质。“我个人认为，到目前，我们
国家的养老机构，应该还是属于
一个社会救助的范畴，比如无儿
无女、不能自理或者生活贫困的
老人。 ”

在记者以家属身份打电话
咨询时候，北京多家养老机构听
说入住老人是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后， 表示只收可以自理的老
人， 提供护工服务需要另收费，
有的甚至挂断电话。 对于没有子
女作担保的老人，是不符合规定
的。

“其实这样是不符合福利政
策的初衷的，经济条件好、生活
能自理的老人其实是在抢占以
福利为目的的养老院资源，应该
鼓励他们居家养老。 ”麻凤利说。

但是鼓励居家养老又会衍
生出问题，大量空巢老人、失独
老人、留守老人并不适合居家养
老。 对此，麻凤利说：“鼓励居家
养老，并不是一句空话，也是要
有具体鼓励政策的，首先就是健
全社区的相应的养老配套服

务。 ”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趋势

北京“十二五” 规划数据，
2010 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
老床位数 1（张）。 记者探访多个
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
是有这么一说”。 现实中，很多社
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
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
室已变成杂物间。

金融街街道养老院也有日
托服务，每人每天床位费仅仅是
1.8 元，但是至今乏人问津。 何德
军说， 曾经他们在街道逐个动
员，宣讲日托服务的好处，“可是
有的老人听见之后， 就继续下
棋，没有任何回复。 ”后来何德军
问明白了，老人需要的是一个热
闹熟悉的环境，不是孤独的在日
托所待上一整天、晚上再独自回
家。

而温睿老人说，自己当年想
过居家养老，但是配套服务完全
不具备。“比如在社区内有这样
的服务，有人帮我洗衣服、打扫
屋子、中午送餐等，这些可以由
政府出资社会组织或者有能力
提供服务的人来专门做。 ”温睿
老人如是说。

麻凤利说：“服务外包是一
种趋势，工作人员享受政府发放
的工资，但是由民营机构或者其
他组织提供运营和服务。 但是同
时，人员的培训费用、资质认证、
准入规则等， 还需要国家来制
定、政府来买单。 ”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按照
2012 年政府老龄工作规划，建设
100 个具备综合管理服务功能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今年将开工
建设 1 万张养老床位。“十二五”
期间，北京市将规范建设 6000 个
社区（村）托老（残）所，北京市托
老床位达到 6 万张，养老（助残）
餐桌达到 1 万个。

机构养老难在何处

（上接 12 版）

民办养老院：多元化选择

北京市将府庄园养老院是
一所民办养老院， 也被称为北
京首家“天价”养老院，记者了
解到， 一对生活可以自理的夫
妻每月需缴纳 7500 元左右的
住宿费， 并且有 30 万元的押
金。面对高额的养老钱，仅有少
数老人能享受到如此“奢华”的
老年生活。

而在北京市敬明福利院，
确实另一番农家乐的场面，这
里的收费也相对平易近人。

养老院院长岳志军， 在母
亲去世后就想着怎样照顾好父
亲， 后来生意难做就干脆办个
敬老院。“我们全包括，吃、喝、
洗洗涮涮， 最贵的才 1500 百
元。农村费用低，自己有地还能
种菜， 所以在农村确实费用上
比城里便宜很多。 ” 岳志军介
绍。

为了压缩开支， 他一个人
身兼数职，水暖、会计、电工还
能帮老人看个小病小灾， 他笑
着说，自己之所以不赔钱，是因
为他一个顶八个。

但是说到底， 他也是希望
尽可能减少开支、 收取老人的
费用也能相对减少些， 即便如
此， 也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入
住的。“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老
了都要靠儿女， 国家给的低保
是远远不够的。 就算我收费这
么低，也有儿女承担不起的，冬
天儿子挣不到钱了， 不得已就
要把老人接回去过几天， 等过
一阵子再来。”岳志军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价格高昂或是地方偏远的
民办养老院床位稍显宽松，虽
然是给老年人多一种选择，但
是采访过程中， 老人挑选养老
院很大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医
疗条件是否便利， 这也成为城
乡床位使用率天壤之别的重要
原因之一。

“之所以养老院入住率差
别这么大，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医疗问题。 比如住在城
里的老人，生了病可以就近找
到好的医院，像农村可能只有
区医院、镇医院，老人就会想
这样是不是不好。 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报销，我们这儿很多
东西都报销不了。 ”岳志军如
是说。

家里的王师傅

兰州市城关区 85 岁的王静
娴老人和她智障的外孙女一起
居住生活。 一天深夜 ，王静娴心
脏病突发，她第一个想起的人就
是王师傅。

王师傅名叫王宝生，是兰州
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一名普通
员工 ，每隔一日 ，就会到王静娴
家中做日常照料，已经连续 9 个
月了。 老人对他的评价是：勤恳、
可靠，“像亲戚一样”。

王静娴老人觉着 “雇保姆每
月至少要 1500 元，而现在给虚拟
养老院每月只交 100 多元”，这样
的价格她能负担起，服务也更实
在。

老人现在基本足不出户。 王
宝生会帮她从超市、菜场买回日

用品和蔬菜。 老人说 ，虚拟养老
院在她家附近有一家养老院的
协议餐厅 ， 她也偶尔去那里吃
饭。

政府购买服务的又一探索

甘肃省老龄办提供的信息表
明，截至 2011 年底，该省 60 岁以
上 的 老 人 占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12.6%，达到 325 万人。 尽管建成
的养老机构拥有床位 3.2 万张 ，
但仍很紧缺，今年预订，可能需要
5 至 10 年后才能入住。

相比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更
符合中国内地人的选择。 虚拟养
老院的概念由此产生。

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 甘肃
省兰州市下关区成立了 “虚拟养
老院”， 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
供全方位服务。 运行两年多来，

全区已有 7.8 万老人加入， 占全
区老人数量的一半。 下关区创建
的这一养老新机制是对机构养
老模式的探索。

“只要打个电话 ， 服务人员
就会上门服务，包括提供居家照
料、餐饮 、保健等 10 大类 230 余
项服务”。 养老院副院长李鹏介
绍说。

这个虚拟养老院是通过政府
搭建的虚拟网络平台 ，将分散居
住的老人纳入到“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由加盟企业主动上门 ，为
老人提供各类便捷的居家养老
服务 。 现已建成 40 家社区医疗
服务站 ，48 家虚拟养老餐厅 ，专
门为老年人提供“一荤、两素、一
汤、一主食”的“老年套餐 ”，每人
每餐只需支付 6 元， 政府每餐补
贴 9 元。

（据媒体报道综合整理）

虚拟养老院：

居家的机构养老？

■ 本报记者 闫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