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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仅不到一成网友认为
养老主要责任在于儿女

截至 10月 22日 8时

西湖大学
捐赠协议金额已超过 35 亿

据《新京报》报道，10 月 20 日，西湖大学成立大
会在杭州举行。 目前西湖大学捐赠协议金额已超过
35 亿。 西湖教育基金会将用 8 到 10 年的时间，建立
一个 200 亿-250 亿的永续资金池。

点评：基金会办大学在中国还是一种创新，实现
可持续发展对基金会来说将带来巨大的压力。

北京举办
近 500 项重阳活动

据新华社消息，从 10 月 14 日起，北京四级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围绕“孝”与“德”开展的丰富多彩的重
阳活动共计 499 项，通过慰问演出、赠送书刊、免费办
证、志愿服务等十余种不同形式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送到老年人身边。

点评：孝老爱亲需要营造社会氛围，更要提出切
实可行的养老策略。

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
一生捐赠逾 20 亿美元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当地时间 10 月 15 日下
午， 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在西雅图因病去
世。 2010 年，他承诺在死后将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
事业。 据美联社报道，据估计，他一生中为科学、教
育和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等慈善事业捐赠了逾 20
亿美元。

点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社会的贡献才是一
个人永留世间的财富。

绿色金融发展情况
浙江得分第一

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
研究院日前发布了《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及评估报
告》。 评估报告显示，31 个省（区、市）绿色金融发展情
况的得分差距较大。 第一梯队包括浙江、广东、江西、
新疆、 贵州 5 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所在省
（区），总得分排在第一位的是浙江。

点评：金融的力量是巨大的，推进绿色金融将撬
动整个环保行业的发展。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10月 18日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支持中国社会扶贫网 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

2018年 10月 19日 中软国际 740 万元教学
设备及平台 “互联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2018年 10月 21日 苍南企业家王前 500万元 设立“王前全科医学教育发展基金” 温州医科大学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1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10 月 21 日，第十届“大爱无国界”国际义卖
活动在北京国家体育场热身场举行。 此次义卖活
动主题是“听见世界的爱”，所筹善款将用于为甘
肃贫困地区听障儿童植入人工耳蜗。 90 家驻华使
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 60 余家中资企事业单位
参加。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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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是今年的重阳节，
各地都在举办敬老活动， 养老问
题再次成为社会热点。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年底，中
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2.41亿
人，占总人口的 17.3%。这其中失能
和半失能老人已超过 4000万人。

2013 年，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
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
国务院 35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布。

其中提到，我国的养老事业还
存在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市
场发育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等问题，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着力保障特殊
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确保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该《意见》还明确要鼓励公益
慈善组织支持养老服务： 引导公
益慈善组织重点参与养老机构建
设、 养老产品开发、 养老服务提
供， 使公益慈善组织成为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重要力量。

五年间， 中国的养老服务业
在发展中逐渐壮大， 但短板仍然
存在， 国家可持续政策出台力度
不够、养老人才培养不足、养老企
业盈利尚需时日， 这一切都与中
国养老的旺盛需求形成倒挂。

以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为例，据
新华网消息，他们迫切需求医养结
合的养老服务，社会能提供较强针

对性、专业性、医养结合的长期护
理服务，但目前现状并不理想。

“截至 2017 年底，安徽宣城市
共有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19321 人，
目前入住专业机构的（含医院、养
老院）共有 3623 人，其中城市失
能和半失能老人入住专业机构的
有 35%，农村有 17%。”宣城市民政
部门有关负责人指出， 机构养老
的需求很大，缺口很大。

此外，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
完善的养老人才培养体系， 养老
人才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
求。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养老服务业
发展年报（人才篇）》显示，目前我
国持证养老护理人员不足 2 万人，
而需求量至少为 15万人。2015年，
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数大
致为 4063 万， 占老年人口比例的
18.3%； 按照国际标准每 3 个失能
老人配备一名护理员推算，我国至
少需要 1300万护理员。

专家认为， 要大力发展小区
嵌入式养老机构， 为家庭照护者
提供便捷、低价的喘息式服务，也
是养老重要趋势。 社区养老中心
连接中介机构、社工、志愿者、医
疗机构、养老机构，为居家养老者
提供各种需要。

着眼于解决失能、 失智老人
刚性照护需求和保障问题，2016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青
岛、上海等 15 个城市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 为长期失能人员的

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
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
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尽管从政府到企业、公益组织
都在就养老问题进行探索， 但需
求仍然远远不能满足。 究竟该怎
么办， 为了了解大家对养老问题
的解决方案，《公益时报》 联合凤
凰网 、 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我们究竟该如何养老？

本次调查自 10 月 19 日 12 时
开始，截至 10 月 22 日 8 时，共有
1017 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
显示仅有不到一成网友认为养老
的主要责任在儿女。

56.83%的网友认为解决养老
问题的责任主要在政府，36.18%的
网友认为解决养老问题的责任主
要在自己。

哪种手段解决养老问题最有
效？46.71%的网友认为是由政府负
责提供养老服务；29.40%的网友认
为是由市场提供保险、 养老等服
务；认为强化子女责任，由家庭提
供养老服务或者实施互助养老，
以公益组织的形式提供服务均仅
在一成左右。

对 于 公 益 组 织 的 作 用 ，
43.66%的网友认为最应该做的
是通过政策倡导，推动社会保障
政策更加合理；34.61%的网友认
为是通过模式探索，推动养老服
务创新；17.50%的网友认为是通
过合作与发展，在社区提供更多
养老服务。

麦冬 200610：“儿孙自
有儿孙福，绝对不能把自己
的老本全部交给儿女。 ”钱
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
是万万不能的，谁有都不如
自己有 ， 靠谁都不如靠自
己。 守住养老金，看住老本，
老年生活才有保障。

城中老鸟：为了以后有
个好的养老院，周末也努力
搬砖赚钱，这就是所谓的责
任。

张一琪：单独依靠政府
来全面承担养老是不现实
的，还是应该建立多层次养
老保障体系 ，政府 、社会和
家庭来一起解决养老问题。

� � 1.你认为解决养老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哪一方？
A、政府 56.83%
B、自己 36.18%
C、子女 6.99%

2.你认为哪种手段解决养老问题最有效？
A、由政府负责提供养老服务。 46.71%
B、由市场提供保险、养老等服务。 29.40%
C、强化子女责任，由家庭提供养老服务。 14.16%
Ｄ、 实施互助养老， 以公益组织的形式提供服务。

9.73%

3. 在养老问题上， 公益组织最应该发挥怎样的作
用？

A、 通过政策倡导， 推动社会保障政策更加合理。
43.66%

B、通过模式探索，推动养老服务创新。 34.61%
C、 通过合作与发展， 在社区提供更多养老服务。

17.50%
D、通过赋能老人，推动互助养老。 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