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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 � 8 月 28 日，养老服务部际联
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
开。 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民政
部部长黄树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同意建立养老服务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的函》精神，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部际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主要职责任务分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
服务发展的意见》重点工作部
门分工方案和各成员单位 2019
年工作清单。

会议强调，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 习近平
总书记对养老服务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明了
新时代养老服务发展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养老服
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李克强总理多次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养老服务工作。 养老服务关系民
生、连着民心，做好养老服务工
作事关民心向背、事关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从政治高度理解养老服
务工作的重大意义， 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共同做好新时代养老
服务工作。

会议指出，近年来，养老服
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养老
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
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依
然存在。 3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等 6 个
方面提出了 28 条措施， 是指导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养老服务
工作的重要文件。 当前，部际联
席会议的首要任务是紧紧围绕
贯彻落实《意见》要求，细化政策
措施，切实解决养老服务工作中
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
题，着重在全方位扩大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
和市场机制作用、切实履行政府
兜底线保基本职责、大力建设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持续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等五个方面下功夫。

会议要求，部际联席会议要
积极发挥对全国养老服务工作
的统筹协调作用，研究解决养老
服务工作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
央、国务院报告，不断推动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 各成员单位要把
养老服务工作摆上本部门本系
统的重要议事日程，深入研究养

老服务工作有关问题，制定相关
配套政策措施， 提出政策建议，
积极履行职责， 落实工作任务，
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养老服
务更好更快发展。

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 21
个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联络员，
民政部相关司局、直属事业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强保障： 老有所养政策体
系不断完善

炎炎夏日，浙江丽水市怡福
家园是一家开业不久的敬老院，
坐落于绿水青山间，院内两棵百
年香樟播撒下古意和清凉。 老人
住养在这里， 不仅可以唱歌绘
画、读书健身，还能认领“家庭农
场”和“花艺公园”，一派田园景
象使老人们感到惬意而舒适。

幸福不是一蹴而就。 新中国
成立之初， 神州大地百废待兴，
养老事业几乎处于零起点。 然
而，中华民族敬老孝老的传统美
德始终未曾丢弃。

为了广大老年人的晚年幸
福，在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推
进的同时， 关于老年社会保障、
老年福利与服务、老年文化教育
和体育、老年人权益保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相继颁布，形成
了以宪法为基础、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为主体， 包括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
等在内的法治框架，指引着我国
老龄事业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取
得新进展。

我国人口基础大，随着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老龄
工作的重要性，党中央、国务院
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一系列政策
和规划，为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
开辟道路。

2013 年，《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发布，明
确要求通过简政放权激发社会
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

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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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提出将通过
降低准入门槛、 放宽外资准入、
精简行政审批环节、改进政府服
务等举措，促进养老服务和产品
有效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打
开了养老服务市场的大门；

2017年，《“十三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印发，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护理型
养老床位占比不低于 30%、65 岁
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 70%
等多项指标和改革任务……

为老服务还充满温情。 近年
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新修订的
法律法规，为实现“儿女常回家看
看”开辟出绿色通道；独生子女护
理假在多个省市从立法走向实践；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越来越多老
年人拥有了“健康守门人”……

“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快建

设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
体系，目前已建有各类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 16.38 万个、 各类养
老服务床位 746.3 万张； 全国养
老机构以内设医疗机构、签约服
务等不同形式提供医疗服务的
比例达到 93%；高龄津贴制度已
实现全国省级层面全覆盖，30 个
省份建立了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29 个省份建立了老年人护理补
贴制度。

补短板： 爱老护老的阳光
照进每个角落

至 2018 年底， 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口达 2.49 亿，是全世界老
年人最多的国家。“银发浪潮”
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些短
板逐渐显现，大力提升农村养老
服务能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 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等，
成为新时期养老服务保障工作
的重点。

2016 年以来，为破解农村留
守、 独居和困难老人养老问题，
江西新余市探索“党建+颐养之
家”农村居家养老新路，明确村
支书、村委会主任或村小组长作
为“颐养之家”责任人。 目前，新
余全市 414 个行政村建成 736 个

“颐养之家”，9000 多名老人入了
“家”，实现了所有行政村和有需
求老人全覆盖。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
上海，补足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是
政府一项重点工作。 到去年底，
上海已对农村薄弱养老机构全
部实施标准化改造，在农村大力
推广互助式养老，农村宅基睦邻

点已建成 1000 个。
民政部数据显示，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现已覆盖全部城镇社
区和 50%以上的农村社区。今后，
民政部门将牵头健全农村养老
服务保障制度， 积极为低收入、
高龄、独居、残疾、失能农村老年
人提供养老服务；大力支持各地
发展政府扶得起、 村里办得起、
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农村
互助养老设施，满足农村老人养
老“离家不离村”的需求。

针对养老服务行业存在的
良莠不齐、监管薄弱难题。 国务
院 2019 年发布相关文件强调，
要完善工作机制，将养老服务政
策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年度绩效
考核范围；建立综合监管，推进
养老服务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健全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
机制；完善标准体系，制定确保
养老机构基本服务质量安全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等。

“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
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完善养
老服务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坚持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民
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说。

增活力：社会力量助力“夕
阳工程”变“朝阳产业”

养老服务业既是关系亿万
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
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相比公办养老机构，民营机
构的优势在于灵活，提供为老服
务更具效率和活力。

上海普陀区万里街道，有一
个“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走进

这里的认知症单元，患有认知症
的老人们正在“客厅”里锻炼、游
戏。 照护团队精心设计看护、护
理、 康复和心理干预各个环节，
努力让老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上海民政部门表示，全市今
后新增的政府投资建设或改建
的养老服务设施，原则上均采取
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的模式。

近年来，针对社会力量参与
养老服务面临的准入审批难、融
资贷款难等问题，我国出台多项
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2019 年 4 月
印发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的意见》， 明确提出一揽子有力
举措， 包括进一步放宽行业准
入、 进一步扩大投融资渠道、完
善养老服务设施供地政策、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等。

财政部等部门也发布公告，从
2019年 6月 1日到 2025年底，对
提供社区养老等相关服务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并减按 90%计入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等 6项收费。这些
措施力度大、受惠面广，进一步激
发了养老市场的活力。

浙江省民政厅数据显示，近
年来，在持续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的努力下，养老服务企业雨后春
笋般出现， 有效扩大了服务供
给，提升了服务质量。 当前，民办
机构提供的养老床位数已占浙
江全省养老床位总数的 63%。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夕阳红” 的美
好景象得到精心呵护， 亿万老年
人正从一件件暖心实事中感受到
不尽的关心关怀，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梦想
正在一步步实现。 （据新华社）

会议现场

呵护最美夕阳红
———我国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成就巡礼

“

”

千百年来，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一直是关系社会
稳定家庭幸福的大事。让千
千万万老年人生活安心、舒
心 、顺心 ，始终是中国老龄
事业的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
党和政府把老年人福祉记
挂在心 ， 一项项惠老政策
陆续出台 、 一处处为老服
务设施加快建设 ， 带给老
年人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
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