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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探索近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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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养老难， 近家养老不
易，特大城市如何应对日益变老
的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 日渐深度老龄化的上
海近日批准了《上海市老龄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从需求侧、
供给侧两方面着手，在中心城区
和农村探索不同的近家养老新
模式， 力图为这一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户籍老年人口占比高达 ３６％
的城市寻找一个上海答卷，让每
一位老年人获得触手可及的养
老服务。

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数百个床位的公立养老院，
却早有数千人排队等候，这是一
些大城市里老人们等待入住公
立养老院时不得不面临的困局。
谁能入住？ 又凭什么入住？ 这是
很多家庭关心的问题。

现在，在上海，随着老年照
护需求统一评估体系的建立，评
估后不同照护等级的老人将可
以匹配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
养老院、护理院等不同层级的养
老服务， 养老院排队“明明白
白”。

记者在徐汇区统一养老服
务信息管理平台上看到，平台上
通过网络、电话、手机 ＡＰＰ 等六
种途径， 接受居民在社区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高龄医疗护理服
务、养老机构和老年护理机构五
大类中选择所需的服务，通过第
三方统一评估对老人的健康状
况和疾病诊断等进行摸底，将老
人按照健康状况分为照护一级
到六级。

徐汇区民政局局长施涛说，
根据第一时间公示的评级信息，
需要入住养老院或者护理院的
五级、六级老人可以结合实时公
布的区内公办养老机构和护理
院提供的床位信息和轮候情况，
综合机构水平、离家远近、是否
愿意接受轮候等多重因素，考虑
决定入住哪家机构，实现机构排
队“全透明化”。

“通过对老人养老需求侧的
摸底， 还能研判未来一段时间新
产生的养老和护理需求， 政府可
以有针对性地投入资源， 提升效
能。 ” 上海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说，“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全面实
施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以此
引导生活照料服务和医疗护理服
务之间梯度衔接和有序转介，促
进养老服务供需公平有效对接。

都市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里，有这
样一群被称为长者照护之家的
嵌入式养老机构，它们通常是利
用社区内各种闲置、存量设施改
造而成，面向尚未入住机构的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和大病出院仍
需康复护理或家属需要喘息服
务的老年人提供近家的全护理
机构服务。

“小而美”是这些微型养老
机构给人的第一印象。 普陀区的
万里社区长者照护之家的 ４８ 个
床位被分为四个照护区，每个照
护区里配有复健设施、床位和公
共活动空间等，构筑成一个个半
独立的空间。

“一个长者照护之家都只

有几十个床位， 单纯通过机构
养老难以满足老龄化程度日渐
加深的中心城区。 希望未来单
体照护之家的服务可以辐射到
直径数公里内社区里的 ４００ 名
左右老人， 通过助餐、 日间照
护、 执业护士上门随访等一系
列软性服务， 达到机构内与机
构外 １：１０ 的服务比例。 ”上海
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丁勇说。

和一般养老院周转周期高
达数年不同的是，长者照护之家
的平均周转率控制在 ３ 个月以
内。 丁勇说，在护理期结束后，机
构将对老人进行是否需要第二
周期的评估，评估后身体条件恢
复良好、不再需要机构护理的老
年人将被建议转入带有护理服
务和护理床位等的居家养老模
式。 这些老人可以选择 １９０８ 元
到 ３１６８ 元不等的“护理包”，从
原有的机构护理切换到每周上
门一次到每天上门一次不等的
家庭护理模式。

根据《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上海将在“十三
五”期间引导社区托养机构向嵌
入式、小规模、多功能方向发展，
长者照护之家实现街道（乡镇）
全覆盖。

农村宅基睦邻“四堂间”

随着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
深，如何让农村纯老家庭、空巢
老人、留守老人“养老不离家”成
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上海
远郊的奉贤区，老年人口已经占
户籍总人口的 ２８．９％，其中，农村

老年人口又占了半数以上，这里
探索的宅基睦邻“四堂间”养老
新模式，让老人养老“不离乡土、
不离乡邻”，颇有借鉴意义。

宅基睦邻“四堂间”是利用
农村地区闲置的宅基房屋，通过
基础设施改造，为本宅基（村民
小组）独居、高龄、困难等老年人
提供就近养老服务，承载了吃饭
的饭堂、聊天的客堂、学习的学
堂、议事的厅堂四大功能，实现
了农村近邻养老。

“以前家里人少，在家烧一
顿吃一天， 剩菜也不舍得扔，吃
饭就对付对付。 现在来‘四堂间’
吃，３~５ 元就能吃上荤素搭配的
营养餐， 省得自己洗菜烧菜洗
碗，又能和老邻居们一起学习聊
天，听听健康养生的讲座，参加
义诊活动。 ”奉贤区庄行镇西校
村的相伯贤老人说。

据了解，上海“十三五”期间
将建成 ２０００ 个示范睦邻点。

（据新华社）

近日，《深圳市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管理办法》出台。 今
后，社会组织的诚信度将被置于
更重要的位置，行事不够规范或
有违法行为的社会组织或将被
列入“黑名单”。

“宽进”还需“严管”

据了解，深圳市自 2006 年实
行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以及
公益慈善类等三类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以来，不断探索社会组织
登记制度改革，降低社会组织登
记门槛。 自 2012 年起，有八类社
会组织在深圳市实行直接登记。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共
有社会组织 10100 家。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实行社会组织
“宽进”的同时，尤其是在我国社
会组织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的背
景下，有必要借鉴商事主体异常
名录制度，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
录制度，以规范及加强社会组织
监管，从而促使社会组织重视并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其公信力及
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

六种情况被列入名录

《深圳市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管理办法》明确，六种情
况下， 社会组织被载入活动异
常名录。 包括：1.未按照规定报
送年度报告或参加年度检查；
2.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或其
他应公示信息；3. 公示信息隐
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4.通过
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5. 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连
续六个月不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的，或者不符合《慈善组织公开
募捐管理办法》 第五条规定的
公开募捐资格条件的；6.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载入活动异常名
录的其他情形。

此外，两种情况下，社会组
织被载入活动异常永久名录，包
括：1.社会组织被撤销、吊销登记
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2.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载入活动异常永
久名录的其他情形的。 其中，行
业协会被载入活动异常永久名
录的，不得再以行业协会的名义
开展活动。

不得承接政府职能

按照《办法》，被列入异常名录
的社会组织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首先，被市民政部门和其他行
政机关依法处罚的社会组织，及其
负有责任的管理人的信息将被录
入社会组织信用征信系统。 其次，
社会组织在载入活动异常名录期
间，不得列入《深圳市承接政府转
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推荐
目录》；已列入该目录的，中止其资
质。此外，市民政部门在资金扶持、
等级评估、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
中，将社会组织是否被载入活动异
常名录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能及时纠正违法违规
行为， 则可以申请移出异常名
录。 比如，未按规定参加年检，次
年按时参加年检且年度检查结
论为“年检合格”的；及时补报未
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公示的；依
法办理住所变更登记，或社会组
织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可以重
新取得联系的等，可以向市民政
部门申请移出活动异常名录。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违规社会组织将列入“异常名录”

� � 近日，山东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发布《山东省社会组织发
展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每年对初创期符合一定条件
的公益性组织， 给予不超过 5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 支持
其改善办公条件、人才培养、交
流学习等， 提升公益慈善服务
能力； 每市每年至少遴选 1 家
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根据
入驻社会组织个数和吸纳就业
人数，给予每处不超过 10 万元
的一次性奖补资金。

山东省社会组织发展资金

重点扶持的社会组织包括在山
东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社
会团体、 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
构以及在县级民政部门备案的
城乡社区社会组织。 扶持项目
包括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服务、 行业协会商会类社
会组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科技类社会组织推动科技
创新、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社会
组织能力建设等。

（据《大众日报》）

山东：初创期公益性组织可获 5 万元扶持

10 月 28 日， 京津冀社会
组织众扶平台项目一期工程启
动仪式暨京津冀众扶平台内测
上线仪式在湖北大厦举行。

众扶平台项目通过互联网
线上推广结合线下活动的实施
方式，将项目线下活动产生的京
津冀社会组织运营刚需信息资
源，通过内容共性化、交互智能
化和服务标准化处理，最终将项

目平台打造成一个由知识型社
会组织牵头、线下结合线上的京
津冀社会组织众扶支撑平台。 把
项目平台打造成京津冀社会组织
贯彻和执行政府方针的前沿阵
地、内外宣传的重要通路、工作成
果的展示窗口、 聚集专业服务要
素的资源基地、 提供实战培训的
交互平台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经典案例。 （据中国青年网）

北京：京津冀社会组织众扶平台正式上线

福州市政府出台《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 提出要探索慈善网络形
态， 组织开展网络捐赠技术培
训， 鼓励公益慈善组织与互联
网对接， 利用网络支付渠道开
展方便快捷的慈善募捐。

《意见》提出，支持慈善组
织为慈善对象购买保险产品，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捐助慈善事
业。 依托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福州片区， 探索社会企
业产权交易、 社会影响力债券
等公益金融创新试点， 通过公
益慈善金融创新， 推动福州养
老、救急难、助孤、助残、助学等
社会服务发展。

（据《福州日报》）

福州：鼓励公益慈善组织与互联网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