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News 新闻
２０19．3.1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2019年全国两会养老受到高度关注
3 月 5 日， 李克强总理代表

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
共有 15 处涉及养老内容， 其中
涉及内容最多的是养老保障，共
有 11 处； 其次是养老服务（3
处）、老年优待（1 处）。

报告提出， 要大力发展养
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
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 康复护
理、 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
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
热价格优惠等扶持， 新建居住
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让
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 后来
人就有可期的未来。

养老问题在两会期间成
为热点话题，代表委员也多有
关注。

据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养老研究中心的统计，从目前可
采集到的 2019 年两会提案内容
来看，35 个代表（委员）共计提交
了 38 份提案， 他们聚焦的主题
包括养老政策、养老保障、养老
服务、养老人才、养老产业、为老
服务六个方面。

其中， 养老保障主题代表
（委员）们关注最多，达到 14 份
提案，占比约为 36.84%；这些提
案分布于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
险、商业保险、独生子女父母保

障四个类别。
其次是养老政策主题，代表

（委员们） 共提交了 12 份提案，
占比约为 31.58%；这些提案分布
于顶层设计、医养结合、区域布
局四个类别。

再次是养老服务主题的 6
份提案（占比约为 15.79%），主要
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养
老服务、养老服务模式创新三个
类别。

紧接着是为老服务主题的 3
份提案，代表（委员）的关注内容
是老年再就业、老年就业和老年
关爱。

最后是养老产业主题和养
老人才主题，分别为 2 份和 1 份
提案。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最新老年人口数据，截至 2018
年底 ， 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
口总数已达 24949 万人， 占比
达 17.9%。 如何应对养老问题
已经成为迫在眉睫、必须解决
的事情。

“要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利用率，明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地位。 要平衡地区间经济差异，
提高老年人整体收入保障水平，
建立资金补贴方式的动态调整
机制，推动老年人潜在服务需求
向显性需求转换。 ”全国政协委
员石文先说。

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建议加

大政府投入，并通过引入覆盖大
湾区养老、医疗市场的养老企业
资源，弥补香港特区及内地养老
市场不足，形成区域全覆盖的现
代化养老体系。 提高待遇，打造
职业尊严感和归属感，重塑护工
社会形象。 大力引导社会力量，
形成全社会尊老养老的共识。 引
导公益性社会组织为养老机构
提供护理志愿服务，建立起护理
志愿服务制度化体系。 健全体

制，鼓励建立养老协会等社会组
织，规范服务质量。

3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现在大数
据显示，“一老一小” 的问题，就
是养老服务、托幼服务有困难。

他表示，养老机构现在能提
供的服务， 每百人只有三个床
位。 有的大城市统计，可能要到
90 岁以后才能等到养老床位。现
在即便继续加大养老机构、多功

能幼儿园发展的力度，但
还是跟不上需求增长的
速度。

怎么办？“我到一些
地方去调研，发现已经有
好的经验，就是重点发展
社区的养老托幼服务，这
样可以做到就近可及、普
惠公平， 只要安全可靠，
大家是欢迎的。 所以，我
想还是要创新机制，对接
群众需求，发挥社会力量
作用， 加大政府扶持力
度。 ”李克强强调。

李克强表示， 可以
提供公租房， 让那些从
事助餐助行、日间照料、
康复、 老年大学等的社
会力量免费使用， 还可
以给予水电气的费用减
免，可以减税免税，因为
他们实际上也是帮政府
共同解决民生之难。 社

区工作人员、 政府的有关部门
要保障公平准入， 把主要的力
量放在公正监管上， 确保这些
服务是安全可靠的， 对那些违
规的要坚决逐出市场，让老人、
孩子、家庭都放心安心。 老年人
能安度晚年， 孩子们有幸福的
童年， 那就有千家万户幸福愉
悦的家庭， 也可以让青年人或
者中青年人有更多的精力去就
业创业。

近日召开的上海市民政工
作会议提出，2019 年， 在养老服
务领域， 上海将继续大力发展
“嵌入式”养老，以大多数老年人
社区养老为前提，做实街镇社区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整合各类为
老服务资源，在城区打造“15 分
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在全球各地，社区养老都是
老年人乐于选择的重要养老方
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英国
社区养老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整的体系，那里的经验或将带
来一些启发。

更好地调动民间资源

英国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的
国家之一， 老龄化问题较为严
峻。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7 月发布的数据， 英国 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8%，85 岁以上的老人占 2.4%;
预计到 2046 年，英国 65 岁以上
的老人占比将达到 24.7%。 同
时，英国人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
增加。预计到 2036 年，女性的预
期寿命将达 86.6 岁 ， 男性达
83.7 岁。

社区养老是目前英国大多
数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式，这体现
出英国人“在家养老”或是尽可
能地“如同在家养老”的理念。在

政府层面，英国社区居家养老主
要由卫生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地
方社会服务局管理。 1948 年工
党政府根据贝弗里奇报告的核
心原则，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制
度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由卫
生和社会保障部管理并实行分
级制，其中一级保健 (或称基础
保健）由家庭诊所和社区诊所等
构成，负责提供社区医疗和转诊
服务。 1974 年英国成立了地方
社会服务局， 根据职能划分，卫
生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国民
卫生服务体系的管理和监督，地
方社会服务局主要负责养老服
务购买、老年人服务评估和服务
资源配置等工作。

按照英国有关社区照顾
的法令，几乎所有的社区都配
备相关的辅助设施、提供面向
老年人的服务和帮扶政策。 比
如在伦敦布兰特区，社区网站
上可以查阅到各种养老需求
所对应的服务。 例如，对于老
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社区提
供了 4 处专门的“咖啡馆”，既
能够让这些患者相互交流、尽
可能地融入社会以减缓病情
的发展，也能够为其家人和看
护者提供一个交流照顾经验
的平台，甚至是一个释放情绪
的出口。 同时，有需要的人们

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专业的建
议和信息。

如今，英国社区养老已经形
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与建
设养老院、将老人集中起来看护
相比，“去机构化”的社区养老可
以更好地调动民间资源，展现养
老服务的灵活性，也能够让老人
最大限度地融入家庭和社区，尽
可能让老人能够在自己熟悉的
环境中安度晚年。

制定照护标准法

在社区层面，英国的社区照
顾体系主要由经理人、专业工作
人员和照顾员构成。经理人作为
社区照顾的负责人，主要负责聘
用工作人员、监督工作情况以及
资金分配使用等。专业工作人员
上岗需要通过相关资格考试，获
得资格证书。专业工作人员主要
负责了解社区内老年人的需求，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照
顾员直接为老年人提供照顾服
务，其中包括部分志愿者。 社区
服务部门受政府监督，机构的资
质、服务的水平以及从业人员的
资格等都定期受到核查。老人可
根据自身需求和自理能力，选择
老年活动中心、日托所、护理机
构等，服务内容涵盖照顾生活起
居、陪同购物就医、心理支持等

方面。
英国社区养老对照护品质

十分注重。 在英国人看来，健康
照护的终极目标不是由政府、医
疗专业人员或是病人所设定的，
它是依据最新的医疗科学专业
知识，给人类带来健康，最重要
的是确保个人没有长期自我照
护的能力之下也可以维持自己
最好的生活品质， 包括独立、自
主、参与、个人的满足和人类的
尊严。

为保证社区照护的规范性，
英国制定了国家层级的照护标
准法。“国家最低标准”为社区照
护机构的设施和服务订下了七
个标准及指标。 分别为：机构选
择（资讯提供、契约、需求评估、
开放参观、中级照护）、健康与个
人照护（隐私与尊严、使用者服
务计划、健康照护、药物治疗）、
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饮食与进
食时间、社交接触与活动、自主
与选择）、投诉与保护（投诉、权
利、保护）、环境（整体建筑、公共
空间、厕所与洗衣间、适应与设
备、空间需求、家具设备、暖气与
照明、卫生与感染控制）、工作人
员（人数、资格、招募、训练）、管
理与行政（每日运作、机构特性、
品质保证、财务状况、使用者财
产管理服务、人员管理、保存纪
录、安全作业程序）。

恐将面临人力缺口

另一方面，随着养老市场多
样化发展， 英国也出现了诸如

“退休社区”“退休村” 的商业化
老年公寓。 这些“退休社区”与普
通社区基本无异，老人以购买或
租赁社区房屋的形式在这里居
住，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对房间
进行装修和装饰，还可带来自己
的宠物，随时邀请亲朋好友来做
客。 社区内餐厅、酒吧、图书馆、
健身房、商店等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 同时，社区有面向老人的日
常和医疗服务，也会组织各种适
合老人的活动，老人可按需购买
这些服务。 不过，这种“退休社
区”价格不菲，例如使用一套租
赁式的房屋除了要先缴纳 25 万
英镑外， 每年还要缴纳租金、服
务费等各项费用。

随着英国老龄人口的不断
增长，社区养老面临越来越大的
压力， 包括资金和从业人员不
足、对护理要求日渐严苛等。 英
国行将“脱欧”，而英国的养老服
务体系中，来自欧盟国家的护理
人员不在少数，一旦“脱欧”后的
政策对这些人群不那么“友好”，
英国的社区养老事业恐怕将面
临更大的人力缺口。

（据《解放日报》）

英国社区养老如何“像在家一样”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9 年，我国将重点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