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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堂：构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重庆：民政综合执法监察局正式成立

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大、收入
水平低、居住分散，城乡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差距明显，导致农村
养老服务一直是养老服务的重
点和难点。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切
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提升农村养老服
务能力和水平”。

从 2013 年开始，四川省金堂
县紧紧围绕“让老年人干干净净
活出尊严、 舒舒服服活出品质”
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
不花钱能办事、 花小钱办大事，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一中
心、多站点、重巡访”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新模式，初步探索出一条
符合丘区地域大县、 人口大县、
财政弱县的农村居家养老新路
子，并基本实现城乡养老服务全
覆盖。

发挥基层老年协会引领作用

以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
为牵引， 发挥基层涉老组织贴近
老年人的优势， 积极引导基层老
年协会参与为老服务。 降低基层
老年协会组织的注册登记门槛，
推动具备一定条件的乡镇（街
道）、村（社区）老年协会开展社会
团体注册登记， 为老年协会规范
化长效运行提供保障。 老年协会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和为老服
务养老帮扶试点项目， 引领老年
协会会员及自治组织、 志愿力量
依托城乡日间照料中心、 互助养
老点、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教
学点等阵地，组织开展互助养老、
政策宣传、孝善文化倡导、文体、
娱乐等活动；依托“重巡访”，组织
老年协会会员开展集中祝寿、巡
访探视、困难帮扶、心理慰藉等活
动； 同时主动搭建与其他为老服
务组织沟通协作平台， 就老年权
益保护及养老服务和“银龄保险”
进行协调， 配合提升居家养老服
务整体质量。

全面摸底，实现服务全覆盖

通过整合卫生、残联、流管办
等部门的老年人健康档案、 残疾
人信息数据、 空巢老人信息台账
等资源， 全面摸清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 有针对性地提供服
务， 由乡镇全面摸清辖区内的老
人信息档案，实行动态采集、动态
管理，同时建立巡访人员台账，明
确服务内容，建立工作制度、监管
制度，将服务对象落实到人头上，
保障服务对象全覆盖。

分层实施，完善服务体系

一是建成 110 所城乡日间
照料中心，按照“六室一房”（即
亲情服务室、温馨阅览室、趣味
棋牌室、关爱康复室、爱心理发
室、细心洗浴室、贴心洗衣房等
功能室）标准，开展对老年人临

托照料、文娱娱乐等为老服务。
二是在村（社区）中选择较

为集中、 住房宽裕的农户建成
1605 个互助养老服务站点，配置
简易娱乐活动用具和设施，为离
中心路途较远及行动不便老人
开展延伸服务，实现 1 公里范围
内就地养老。

三是建立巡访探视制度，实
施居家巡访服务养老， 组织村
（社区）干部、村民组长、老年协
会会员和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
等 18957 人， 重点对 25817 名空
巢老人及 9393 名经济困难的全
失能老人等， 开展每周 2-3 次
“零距离”上门服务，有效地预防
了老年人在家突发意外死亡无
人知晓的情况，目前全县巡访服
务覆盖率已达 100%。

整合资源，实现服务无缝对接

整合民政、 卫生、 司法、残
联、妇联、文化等部门资源，建立
上下联动、部门配合、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网络，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
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卫生保健、
精神慰藉、法律援助和紧急救助
等无偿、低偿和有偿服务的居家
养老服务，共同推进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工作。 如法律部门为老年
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卫生部门
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等，整合
利用民政部门的政府购买服务、
养老服务补贴等政策，社会组织
及基层老年协会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为老年人开展巡访
探视、电器维修、理发、医疗保
健、心理慰藉等服务。

拓宽筹资渠道确保经费

按照“市县财政出大头、村
级资金补小头、 社会爱心添零
头”的方式，理顺了养老服务链
条，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 坚持
用统筹的思路和办法盘活资源、
整合资金，着力解决农村养老经
费投入问题。 统筹利用村（社区）
办公室、活动室等现有集体房屋
资源，修缮、改造办公楼、楼舍来
建设城乡日间照料中心，降低了
建设成本。 指导村（社区）用活村
公资金，将为老服务纳入村公资
金使用范围，引导基层老年协会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确保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点和互助巡
访点正常有序运转；加强对全县
110 所城乡日间照料中心运营监
管，通过星级评估，实行以奖代
补形式进行补助；按照为老服务
建设及服务活动开展情况对为
老服务站点进行量化评选，对督
查达标的分别给予 1500 元一个
站点的补助，激励各服务点优化
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

针对县财政收入低、农民收
入不高的实际，着力解决农村老
年人最需要的服务需求，设定了
生活照料、文娱活动、健康服务

三大类 29 个小项服务， 努力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
有所医”。

一是开展生活照料服务，为
老年人提供一日三餐，以及理发、
洗衣、洗澡、助餐、临托等服务，解
决老年人生活不便问题； 二是开
展文娱活动，在中心（站点）配备
电视、棋牌等娱乐设施，提供适宜
的报纸、期刊、图书和影视，配置
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 满足老
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开展健
康关爱服务，促进医养融合，利用
村级卫生服务站、乡镇（街道）卫
生院，为老人提供健康档案管理、
知识讲座、定期免费体检、康复理
疗、心理慰藉关爱等服务，解决老
人基本医疗保健问题。 针对不同
年龄段及类别（散居五保、低保、
残疾等）老年人，分别采用发放服
务证、卡、券等形式，免费为老年
人提供服务。

金堂县开展的“一中心、多
站点、重点巡访”的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模式，切实解决了城乡老
人特别是空巢、独居、残疾等老
年群体安全、生活、健康、文娱等

居家养老难题，通过分层次建立
农村养老核心区、辐射区、放射
区，逐步形成了就近服务、就地
服务、上门服务链，真正做到了
服务主体、服务内容与服务对象
零距离。 同时，不离亲、不离家，
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也更易
被接受。

目前全县建成城乡日间照料
中心 110 所、 互助养老服务点

1605 个，在 232 个村（社区）开展
特殊老年群体助老巡访活动，农
村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有
效保障了“互助养老服务点”建设
及助老巡访服务工作的推进，
2016 年为老服务达 1100 余万人
次。 金堂的做法“适应当前需求，
体现农村特色，突出组织作用，这
一探索可谓小成本破解大难题”。

（据中国民政微信号）

� � 2 月 1 日，记者从重庆市民
政局获悉， 重庆市民政综合执
法监察局正式成立。 揭牌仪式
上， 重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设立民政综合执法机构
有着诸多必要性。

“特别是 2016 年颁布实施
慈善法后， 将民政部门明确为
慈善工作主管部门， 赋予涉及

慈善组织监督检查、 登记和认
定、公开募捐资格审查审批、受
理慈善组织滥用捐赠财产投诉
举报等 35 项职能职责，其中大
量工作需要行政执法力量参
与。 ”该负责人说。

新设立的民政综合执法监
察局其职能职责主要定位在民
政行政监管中的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和行政检查等具体执法
行为。

通俗来说， 重庆市民政综
合执法监察局将在清理“僵尸”
社会组织，查处非法养老机构，
打击骗取低保行为， 以及整治
违反地名规定擅自命名、 更名
现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据华龙网）

河北：京津冀民政联合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 � 1 月 31 日， 北京市民政局
与河北省民政厅、 石家庄市民
政局、 石家庄市长安区公安局
联合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少
儿艺术教育家协会” 进行当场
取缔并送达取缔决定书。 当天
下午， 执法人员来到非法社会
组织办公地点石家庄市中山东
路长安广场 2006 室对其相关负
责人依法送达取缔决定书。

据了解， 北京市民政局执
法人员于 2017 年 12 月接到民
政部移送案件，立即对“中国少
儿艺术教育家协会” 展开立案

调查， 发现该非法社会组织主
要违法行为发生地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 经北京、河北两地民政
执法人员联合调查取证， 查明
自 2015 年起， 该非法社会组织
打着“中国少儿艺术教育家协
会”的名号，通过“中国少儿艺
术教育家协会艺术考级中心”
网站密集发布招生简章、 加盟
信息、 艺术考级培训照片等相
关信息。 其下设的“艺术考级中
心”给少年儿童发放自制的《中
国少儿艺术水平考级证书》，并
加盖该协会“艺术考级中心”的

公章。 此非法社会组织的违法
行为波及河北、山东、天津等多
个省市。 在河北民政和公安部
门的密切配合下，经现场询问，
该非法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少儿艺术教育家协会”
未在民政部门登记， 擅自以社
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在该非
法社会组织的办公场所， 执法
人员查缴了其自制的《中国少
儿艺术水平考级证书》，宣读了
取缔决定书， 直接对该非法社
会组织进行了现场取缔。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云南：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可享最高 200万元贷款
� 支持融资需求、 加大财政

补贴、 给予税费减免……云南
省多举措鼓励、 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提出
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可享最
高 200 万元贷款，以此激发养老
服务市场活力。

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张良
玉 1 月 27 日在云南省两会上介
绍， 云南支持社会力量通过股
份合作制、PPP 模式整合改造城

镇现有空闲厂房、学校、社区用
房等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
符合条件的五年内不增收土地
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

“云南统筹公办民办养老
同步发展， 努力引导社会力量
成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张良
玉说， 个人和合伙创办养老服
务机构的， 可分别申请最高 10
万元和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 小微养老服务企业可申请

最高 2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担保贷款给予 2 年财政贴息。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对
社会力量建成投入使用的养老
机构， 云南每年给予每张床位
600 元运营经费补助。云南明确
各级将 50%以上福彩公益金用
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 用于
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
构的比例不低于 30%。

（据新华网）

� � 金堂县官仓镇红旗村和双新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把
煮好的汤圆端给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