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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大力推动“互联网+养老服务”
� � 日前， 民政部印发《“互联
网+民政服务” 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要求在养老服务、 社会救助、社
会组织、专业化社工服务、志愿
服务、救助寻亲、社区治理、婚姻
服务、殡葬服务、区划地名领域
开展“互联网+”典型应用服务。

在“互联网+养老服务”领
域，《行动计划》要求推动互联网
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构建线上
线下相结合、多主体参与、资源
共享、公平普惠的互联网养老服
务供给体系。

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
式， 推进智慧养老社区建设，提
供高效、便捷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 推进智慧养老院示范创建，
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全周期
管理体系。

加强涉老数据、信息的汇集
整合和发掘运用，推动搭建部门
互联、上下贯通的养老工作大数
据平台，加快升级改造全国养老
机构信息系统。

积极引导、扶持和发展智慧
养老，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科技在养老服务中
的应用， 逐步形成包括政府、社
会、市场、企业和养老服务消费
者等多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圈、产业链、服务网。

全国多地民政部门不断探
索， 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
式，加大资金投入，提升服务质
量，引入多方资源，全力打造互

联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格
局，让老人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
活。

岳阳：“互联网+”智慧养老

“现在好了，要保洁、医疗服
务， 只需拨打手机就行了。 ”近
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居民
赵大爷拿着手机，拨通居家养老
网络服务平台热线，“点”了自己
想要的服务。

岳阳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通
过居家养老网络服务平台，线上提
供信息、线下提供服务，在服务对
象与社区、医疗、家政等服务机构
之间架起“智慧养老”桥梁，提高了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岳阳市大力推进产业融合
发展，利用、改造现有厂矿医院
和空闲废弃的厂房、学校、社区
用房等，全力推进医养结合机构
建设， 已有 19 家机构开展医养
结合。 探索“互联网+”智慧养老
服务新模式， 先后建成 11 个居
家养老网络服务平台，已签订居
家上门服务协议 12 万余份。 目
前，全市 1835 个村(社区)实现了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全覆盖，养老
服务中心和医务室进行了有效
融合，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 78%、56%。

成都：绘制养老“关爱地图”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现场推进会召开，
会议透露，成都创新绘制了养老

“关爱地图”，以解决养老服务精
准化难题。

“养老‘关爱地图’就是一个
数据云平台， 通过‘互联网+养
老’模式，推动养老服务线上线
下相融合，更好为老年人服务。 ”
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成都老
人分布情况、身体状况、经济来
源及养老服务需求，以及全市各
类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等养老服务设施点位的布局情
况和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内容，解
决养老资源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目前， 成都正对高龄、 独居、空
巢、失能等特殊群体老年人实施
摸查，养老“关爱地图”正在不断
完善中。

南京：手机点单养老服务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养老
服务基础建设中推进“互联网+
养老”模式，将实体养老机构与
网络平台数据结合起来，提高虚
拟养老院服务平台终端的多样
性，6 月初虚拟平台实现了与“智
慧溧水 APP”互联互通，成为南
京市第一家可以让市民通过手
机终端实现养老点单服务的载
体，提升了溧水区养老服务资源
的信息化。

溧水区虚拟养老院平台集
信息采集、 科学评估、 呼叫服
务、定位和监督、对接共享等功
能于一体，24 小时为老人提供
服务。 以往老人或其家属想购
买服务，必须通过电话联系，方
式单一且信息量有限， 此次平
台对接 APP 工作， 从系统更新
完善、功能模块增加、业务范围
扩大等方面提升虚拟养老院平
台建设， 将所有服务内容成功
嵌入“智慧溧水”软件。 以后居
民想要查询或购买服务， 只需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 就能获得
想要的养老服务信息， 比如在
线申请居家照护服务等， 为全
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
的服务。

深圳：打造“互联网+养老”
高地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
举行“广东省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化平台试点” 合作签约仪式，坪
山区民政局、 马峦街道办事处、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三方代表
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推进智慧
养老服务民生工程，落实省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这个项目共设线上和线下
两个平台，实现线上服务门户与
线下服务机构对接，构筑政府、
行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居家
养老格局。“线上平台提供一站
式生活服务， 线下服务运营中
心开展居家养老。 ”坪山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坪山区居
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为老年
人提供 12349 养老热线、 预约
挂号、紧急求助、家政护理、医
疗保健、生活照料等服务。 设置
线下居家养老服务、医养结合、
社区配送“便民购”、旅居、老年
教育等服务， 线下服务运营中
心的备选场地为比亚迪路坪环
工业城 127 栋， 该场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该线下服务中心将提供六
大服务， 如设置日间照料中心，
提供生活照料、 膳食供应等服
务；设置医养结合中医馆，提供

专业医疗服务，为老年人建立健
康档案；设置老年人教育活动中
心，开展多种文体娱乐活动及培
训课程；设置适老化改造服务中
心，通过展示多种适老化居家设
施设备，从而降低老人居家的风
险； 设置旅居项目服务中心；社
区生活便利配送“便民购”。

珠海：“互联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近日，集日间照料、休闲娱
乐、理疗保健等功能于一体的富
祥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
广东珠海横琴新区新家园小区
正式揭牌，据悉，这是珠海市首
家采取“互联网+”日间照料中心
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富祥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设置有服务大厅、健康管理
室、日托室、物理治疗室等多功
能空间。 中心已于 6 月正式对外
启用，已逐步成为横琴新家园小
区老人们的休闲娱乐的“新家
园”。

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入了专业社工机构珠海市
慈爱社会服务院，为横琴新家园
小区 100 多位 60 岁以上长者提
供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健康评
估、营养膳食、慢病干预、就医陪
同等 3 大类 20 项全方位服务。

（据“中国民政”微信号）

� 7 月 6 日， 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发布《关于改进公开募捐
方案备案工作的通知》。为使慈善
组织在公开募捐方案备案工作中
“少跑路”，“慈善中国” 平台的备
案流程进行了改版， 新版将于
2018年 7月 20日起正式运行。

慈善组织须保证信息真实
有效

为简化备案流程， 改版后，
慈善组织在登陆“慈善中国”进
行公开募捐方案备案填报后，登

记管理机关直接通过平台进行
备案发布或退回操作。 慈善组织
不需再打印纸质表单送交登记
管理机关。

为保证填报表单真实有效，
改版后， 慈善组织需下载填写
《“慈善中国”网上系统使用承诺
书》并送交登记管理机关，方可
激活本组织登陆账户进行公开
募捐方案备案填报。

在承诺书中慈善组织作出
如下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和工作需要，
本组织需开通“慈善中国”网上系

统账户。 本组织承诺使用系统所
分配用户名在“慈善中国”网上填
报的所有信息均是本组织的真实
意思表示， 且对于填报信息的合
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对本
组织账户在“慈善中国”网上的信
息发布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慈善组织须在 7 月 18 日前
将承诺书送交登记管理机关完
成账户激活。

备案五步流程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备

案流程具体如下：
1、 慈善组织下载并填写

《“慈善中国”网上系统使用承诺
书》，送交登记管理机关备案，激
活或开通慈善组织登陆账户。

2、慈善组织登陆“公开募捐
方案备案系统”，填写“慈善组织
公开募捐方案备案表”并在线提
交。

3、 登记管理机关在系统内
对慈善组织提交的备案表进行
形式审查，材料齐备的点击审核
通过并在网上发布；属于材料不
齐备等问题的，登记管理机关点

击材料退回。 登记管理机关退回
的备案表， 慈善组织可直接修
改。

4、 慈善组织需要对已经备
案的募捐方案进行补正的，可点
击“备案补正”填写并在线提交，
经登记管理机关通过后发布。

5、登记管理机关在对公开
募捐方案备案事中事后监管中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有需要提
示的内容的， 可点击“备案反
馈”将情况反馈慈善组织。 慈善
组织可以在“待办事项”中接到
提示。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流程进一步明确

� � 成都邛崃“养老地图”可以实时显示老人分布、服务需求及全市
养老服务设施等信息。 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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