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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24 日上午，上海市民
政局、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举行仪
式， 为首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老年
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上海仁德基金会等五家单位
颁发“慈善组织登记证书”和“慈
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今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赋予民
政部门对慈善组织进行登记管
理的法定职责。

上海市民政局、市社会团体
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尚未申请慈
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益性社团
等社会组织，应对照民政部发布

的《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和《慈善
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的要
求，积极申请，争取早日成为慈
善组织。

截至 11月 22日，上海市共登
记社会组织 14093家（含基金会
325家、社会团体 4030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 9738家）。 （据东方网）

上海：首批慈善组织获颁登记证书、公募资格证书

青岛多路径推动“医养结合”

04 新闻
２０16．11.29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News

� � 医疗机构不提供养老服务，
养老机构的老人生病了还需要
去医院看病———长期以来，这是
困扰我国养老问题的一大难点。
然而这个问题已经逐渐在山东
青岛得到解决，走出了一条有着
青岛特色的“医养结合”模式。

“面对养老服务中医疗服务
和生活照料的巨大需求，青岛市
把医养结合服务作为重大民生
问题，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医养
结合服务体系，让青岛老年人老
有颐养的梦想逐渐成为现实。 ”
青岛市民政局局长曹勇说：“目
前青岛全市 196 家养老机构中，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132 家，占养
老机构总数的 67%，其中设置医
疗机构的养老机构有 70 家，与
医疗机构协议合作的养老机构
62 家。 ”

对医养的“医”准确定位

青岛是著名的滨海旅游城
市，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和最
宜居城市之一。 除了本地的老人
面临养老问题，一些外地的老人
也选择在青岛养老。 所以，青岛
是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基数大、
程度高、高龄化态势突出的少数
城市之一。 据统计， 到 2015 年
底， 全市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
口 161 万，占总人口的 20.6%，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4.5 个百分点，
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约
25 万。

在很多地方，医疗机构只提
供医疗服务，养老院只提供日常
照料，医与养成为“两张皮”。 虽
然医疗机构从事养老服务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医
疗资源供不应求，医疗机构基本
不愿放弃医疗做养老，所以愿意
“试水”的寥寥无几。

青岛对医养结合的探索始
于 1999 年。 十几年的实践经验
表明， 医养结合成败的关键，是
对医养的“医”要有准确的定位。
青岛的医养结合，并不是简单地
在养老机构建医疗机构，而是把
老年人所需要的健康服务引入
养老机构，重点是解决失能老年
人的康复护理问题，和养老服务
过程中医疗康复服务的便利化
问题。

具有十年青岛市卫生局长
工作经历的民政局局长曹勇，对
此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曹勇介
绍说，医养的“医”与医疗的“医”
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医疗的“医”
的目的是诊断和治愈疾病，主要
是拯救人的生命。 医养的“医”目
的不在于治愈疾病，而在于延缓
并发症的出现， 保持现有功能，
主要是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对医养结合的这种定位，不仅有
利于节省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
减少了老年人的医疗支出。

五条路径趟出医养结合青
岛模式

医养结合青岛模式共有五
种：内设式、引进式、一体式、转

型式和合作式。 大型养老机构是
医养结合模式的先导，青岛市民
政部门发挥业务指导作用，选取
500 张以上床位的养老机构通过
引进医疗人才的形式自办医疗
机构。 如青岛福彩养老院、青岛
福山老年公寓等分别在养老机
构内设综合门诊部和二级康复
医院，城阳区社会福利中心内设
社区卫生服务站。

今年，山东省民政厅就《关
于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的指
导意见》发布公告，征求意见建
议。 其中提到，力争到 2020 年，
全省 80%以上的公办养老机构
实现公建民营或转制为企业、社
会组织。 青岛市民政部门在推进
8 处区市级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新
建过程中，设计之初就要求具有
医养结合功能，建成后推行公办
民营，鼓励各地民政部门引入医
疗机构运营管理。 承接单位有公
办医疗机构， 也有民办医疗机
构。 如黄岛区社会福利中心引进
黄岛区中医院在福利中心建立
分部， 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服
务。 平度市社会福利中心引进青
岛市言林医院入驻，委托言林医
院负责该中心的整体运营并提
供医疗服务。

此外，青岛市民政部门还发
挥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指导部门
的作用，在申请人申请设立养老
机构时，大力宣传医养结合发展
方向，鼓励引导投资人兴办医养
结合机构。 抓住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的契机， 与卫生部门紧密合
作，积极引导和鼓励区级医院和
行业性医院，将医疗机构部分富
余资源转型为养老服务。 而对于
自身不具备设置医疗机构条件
的养老机构，民政部门鼓励其与
就近的一级以上医疗机构签订
合作协议， 建立医养服务联合
体，医疗机构按照协议规定派医
护人员到养老机构提供长期医
疗服务。

青岛医养结合的工作实践
受到国家民政部、卫计委等部门
的高度重视，2015 年 12 月，国家
有关部门联合在青岛召开全国
医养结合工作会议。 2016 年 6
月，青岛市又被国家有关部门确
定为“全国医养结合试点城市”。

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上层
保障

为支持医养结合发展，2016
年，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出台《青
岛市促进医养结合发展若干政
策》，从财政支持、用地保障、费
税优惠、 人才培养等多方面，为
医养结合发展进一步营造了更
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这些政策包
括： 有步骤推进部分公立医院、
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开设老年
病科、适当增加老年病床数量或
者转为康复医院、护理院等接续
性医疗机构，推动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医疗机构建立内设养老机
构。 医疗机构内设养老机构取得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的，在建
设、运营、保险补助和相关税费

方面享受相应优惠政策。
推动青岛市医养结合发展

的另一个利好政策，是该市在全
国率先探索实施的长期医疗护
理保险制度，尽管建立这一制度
的初衷在于减轻基本医疗保险
的压力，而不是解决老年人养老
问题，但从客观上，这一制度缓
解了失能老人长期护理支出压
力，同时为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养老服务注
入可持续发展动力。 该制度自
2012 年建立以来，已有 4 万多名
参保人享受了日均 65 元或 170
元的医疗护理服务，支出护理保

险资金 9 亿多元。 目前在床的 2
万多人中，老年人占 95%，平均
年龄 80.4 岁。 其中，有 38 家医养
结合机构对失能老人开展医疗
护理服务， 有 3000 多名失能老
人在医养结合机构享受日均 65
或 170 元的医疗护理服务；有
8000 多名居家失能老人享受日
均 50 元的医疗护理服务， 收到
了“老人减负担、医保少支付、机
构得发展” 的多方共赢效果，缓
解了失能老人养老难的问题。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满足老
年人长期护理需求，青岛市正在
探索将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

升级为长期养老护理保险制度。
该项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三个体
系：独立的长期护理保险筹资体
系、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支付体
系和以养老服务机构为龙头和
支撑的长期护理服务保障体系。
随着医养结合服务新政策的出台，
青岛市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融合发展、全面覆盖”的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形成了“医中有养、养
中有医、医联结合、养医签约、两院
一体、居家巡诊”六种医养结合类
型，初步实现了医、养、康、护有效
衔接的服务新格局。

（据《经济参考报》）

河南：侵害留守儿童案件将快诉、从严惩处
� � 为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合法
权益保护力度，河南省检察院决
定联合民政部门，进一步严厉打
击侵害留守儿童违法犯罪行为，
对成年人性侵害留守儿童等违
法犯罪案件，将依法快捕、快诉、
从严惩处。

根据新出台的《关于加强农
村留守儿童司法保护的意见》，
河南省检察机关和民政部门将

建立专门机构、 配备专职人员、
增加专项经费，强化留守儿童权
益保护政策落实，同时对成年人
性侵害、拐卖、绑架、遗弃、虐待、
暴力伤害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教
唆、胁迫、诱骗、利用农村留守儿
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等严重侵
害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危害
其身心健康的犯罪， 将依法快
捕、快诉，从严惩处，并做好对法

院判决情况的监督工作。
除加强司法保护外，河南省

还将进一步强化对留守儿童的
司法救助、心理疏导以及经济帮
扶等综合救助工作，通过亲情会
见、心理测评与疏导，建立涵盖
学校、企业、社区的多元化帮教
基地，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帮扶教
育。

（据新华社）

湖南：4008 个社会组织设立党组织 组建率达 95%
� � 今年以来，湖南积极开展应
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目前，全省
已普遍建立高龄津补贴和基本
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全省共建成
养老床位 29.5 万张， 每千名老
人拥有 25 张。

加强孤儿保障工作，湖南即
将出台全省贯彻国务院困境儿

童保障实施意见， 全面保障 3.8
万名孤儿基本生活。启动残疾人

“两项补贴”，已经覆盖目标人群
139 万人，每项补贴最低标准为
每人每月 50 元。

深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改革，实现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
技类、 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

务类等 4 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基金会和异地商会登记权限下放
到市县， 建成或在建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 138个， 加强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 指导全省 14个市州 67
个县市区成立社会组织党工委，
社会组织党组织达到 4008个，组
建率达95%。 （据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