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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公益组织做监护人
有这么一群人， 想住养老

院， 却因为找不到担保人而被
拒收；

有这么一群人，在家摔倒半
天才能爬起来，病倒几天也没人
发现， 突发疾病因为没人签字，
做不了手术、住不了医院；

还有这么一群人， 不敢病
倒不敢死， 古稀之年还得照顾
三四十岁的自闭症患儿， 他们
唯一的希望是比残障孩子多活
一天……

据统计，仅在北京，特殊家
庭（失独、孤寡、残障、空巢）老年
人就已经达百余万，他们的养老
需求比正常家庭的更凸显，他们
的生活也比常人更艰难……

2015 年 7 月，为了解决特殊
家庭老年人在入住养老机构，接
受紧急医疗救助等服务时遇到
的相关手续办理困难等问题，北
京市民政局发布了《特殊家庭老
年人通过代理服务入住养老机
构实施办法》。

同年 11 月， 通过向社会公
开招标的方式，成立于 2015 年 9
月的北京市英硕扶老公益基金
会，后更名为北京扶老助残基金
会，被选定为特殊家庭老年人入
住养老机构的代理服务机构，为
特殊家庭的京籍老人代理办理
入住养老机构、紧急就医手术签
字等事宜。

这个开全国之先河的项目，
一切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如
今三年期满， 项目再起航之际，
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的副秘书
长陈亚辉向记者介绍了该项目
的尝试发展历程。

养老代理模式探索三阶段

入住养老机构的通行做法
是必须有委托担保人。 这对于失
独老人，是很大的困扰。 一方面
是老人需要求人做担保，内心不

太乐意；另一方面是随着年龄越
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很多人
不愿意承担资金及风险问题。

让公益组织来解决失独老
人入住养老机构和就医的问题，
这是北京市民政局出台政策的
初衷。 面对这个高风险而又没有
经验可借鉴的项目，北京扶老助
残基金会从零开始，发展探索至
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基金会
直接提供和由基金会搭建平台
整合的服务内容几乎涵盖了老、
病、死的方方面面。

第一阶段， 主要是梳理尝
试，代理服务阶段。

2015 年， 北京扶老助残基
金会从零开始梳理。 相关法律
流程是怎样的？ 标准怎么制定？
具体服务内容是什么？ 服务对
象又是谁？

陈亚辉介绍说， 在承接了
“代理服务”项目之后，用了半
年的时间来梳理相关的法律、
法规及流程， 并与民政局细致
沟通相关的标准、服务等内容，
直到 2016 年年中的时候才开
始正式做项目。 确定的一个核
心问题是解决老人们当时最紧
迫的问题， 即入养老机构的担
保问题和紧急就医手术的担保
问题。

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以就医担保为例，首先是老

人特别相信你的前提下才有可
能发生这样的担保服务；其次是
琐碎，一个手术前后需要 7 个签
字， 在北京的一个三甲医院，来
来回回的可能至少需 7 个半天
的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委托监护
阶段。

代理服务项目实施以来，基
金会发现特殊家庭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是多方面的，委托代理只
是解决了他们在丧失完全行为
能力之前的养老问题，一旦丧失

完全行为能力
之后， 资产如
何托管、 医疗
救助决定由谁
作出、 残障孩
子如何托养、
甚至百年后事
如何料理……
这都是该类人
群普遍关注和
焦虑的问题。

实际上老
人需要的是在
他们自身没有
赡养人或是赡
养人不具备赡
养能力的情况
下， 能有一整
套的、 系统化
的方案来解决
他们的养老问
题。 整个养老
解决方案需要
包括三个步骤
的考虑： 第一
步 是 解 决 确
权、 监护和风

险控制问题；第二步是解决资金
托管、监管和支付的问题；在前
两步的基础上，第三步解决精准
养老的问题。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颁布实施，明确了成
年人监护内容， 提出“意定监
护”。 意定监护，是一项让老年人
自主选择失智失能后监护人的
制度。 这种制度在美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都已非常成熟，但在国
内还鲜有机构开展相关服务。

2018 年，恰逢北京市老龄协
会推出了老年人监护服务试
点， 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承接
了试点工作， 对于特殊家庭老
年人可以直接指定北京扶老助
残基金会作为他们的监护人，
对于残障子女老人需要通过遗
嘱指定的形式， 把监护权转给
基金会。

陈亚辉进一步解释道，老人
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和基金会之
间是委托代理的关系，在他失智
失能， 丧失完全行为能力之后，
与基金会之间是一种监护的关
系。 作为监护人，基金会可以动
用他的资产，在这个阶段，在这
种特定的场景下，解决了他的各
种担心。 除了本人的处理之外，
还有的需要顾及子女，比如家里
有自闭症或者唐氏患儿的，老人
百年后，基金会可以动用他的资
产继续照顾。

陈亚辉总结说，最开始的初
心实际上是解决老人入住养老
机构和紧急就医的担保代理问
题，然后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老
人的养老需求是全生命周期
的，甚至还有孩子的需求。 这就
需要从法律层面上， 有一个比
较妥善的安排，即监护制度，然
后在监护制度的前提下， 来安
排资产托管， 解决特殊情况下
的担忧。

这就形成了现在的模式，老
人的各种事情有一个专业的机
构来帮他解决、帮他判断，他的
资金委托给第三方金融机构，帮
他支付给他需要服务的机构。

第三阶段是从试点转为长
期项目服务纵深持续拓展。

2018 年 11 月 18 日，作为政

府采购项目， 三年的周期结束，
但是服务并不能结束。

在三年执行的基础上，基金
会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意
愿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实践研究，
并走访了多家大型律所、金融机
构、养老照护机构，同时借鉴了
一些国外的先进做法， 对原有
“代理服务” 项目进行了优化和
升级。

优化升级后的“代理服务”
项目，通过政策法规体系与社会
服务保障的“双结合”，将彻底解
决特殊家庭老年人在权益保障、
监护法规、养老服务、就医服务、
子女照护等方面的问题。

优化升级后的项目将立足
于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总体要
求， 着眼于未来全面可持续发
展，从立法层面创新特殊家庭老
年人权益及养老保障的法律法
规； 从政府层面统一管理机制、
明确权责；从社会层面建立特殊
家庭老年人养老服务体系，从而
树立起以法律为依据、以制度为
保障的老年人权益与养老服务
新理念， 建立起政府、 社会、家
庭、个人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
特殊家庭老年人权益与养老服
务新机制。

在此情况下，北京市民政局
颁发了《关于支持特殊家庭老年
人入住养老机构代理服务长期
执行的通知》， 基金会获得了长
期执行项目的授权，解除了时间
的限制问题。

与此同时，面对老年人不同
的养老需求，比如失独老人不愿
意与其他老人住在一起，因为逢
年过节子女的探望对他是一个
刺激； 又比如关于残障家庭，老
人的养老需求和患儿的康复需
求是不一样的。

为了满足特殊家庭的养老
需求，主管部门和负责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部门牵头，将推动在北
三县（香河、大厂、三河）建立特
殊家庭的养老基地。

开创以产养老的全新模式

从 2015 年开始到现在，北
京扶老助残基金会提供委托担

保和紧急就医签字服务 500 余
次， 入户走访和探望特殊家庭
老年人 1000 余户，接待特殊家
庭老年人来电来访 3000 余次，
解决了该类老年人由于子女无
法尽赡养义务， 而造成的因缺
少担保人签字， 面临无法紧急
医疗救助、 无法入住养老机构
等问题。

项目设定了应急保证金制
度。 所有老人在基金会都存放有
6 万的保证金， 在紧急就医的时
候，可以由基金会帮老人进行支
付。 除了医疗方面，还适用于老
人突然离世的丧葬费用，以及在
养老院出现暂时资金问题时，先
行支付。 这个解决的是老人在头
脑清醒时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
他自己不能处理，而由基金会代
为处理的问题。

资产实施第三方托管。 根
据服务规定， 基金会接受特殊
家庭老年人委托后， 双方将首
先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申
请人可以选择以资金或者资产
作为保证手段， 资金和资产托
管在央企金融机构。 基金会根
据老人的综合情况， 推荐与其
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相适应的
养老机构与其他相关服务机
构，由老人自主选定，签订多方
服务协议。 一方面保证委托人
的资金安全， 同时保证入住养
老机构及医疗花费所需的资金
持续支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服务的
对象， 主要是针对享受不了低
保，又找不到人做监护的特殊家
庭人群，前提是有一定支付能力
的老人，而且是以入住养老机构
为前提。

随着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
重，北京市老龄人口也在持续剧
增中，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北京
市现有常住老年人口 353.31 万，
其中独居老人数量已达到 30
万，无子女家庭也已超过 5 万。

“尤其对于失独、鳏寡孤独
和两老一残或一老一残疾这样
的残障家庭，这些特殊家庭里的
老人会面临很多难题。 ”解决他
们的问题，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
做出了有益探索。

基金会为服务对象办理就医担保（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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