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03新闻
２０20.1.14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发布
我国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 本报记者 王勇

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和
养老服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养老服务标准化做出重要
指示。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 32 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
习时指出：“要积极发展养老服
务业， 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
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 ”2016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质
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强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监管”。

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的若干意见》《“十
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体系建设规划》以及《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
意见》， 都对养老服务标准化工
作做出了重要部署。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主任田世宏介绍，近年来，市场
监管总局（标准委）会同民政部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完善养老服务标
准体系。 2017 年 8 月，民政部、国
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养老服务标
准体建设指南》， 从老年人自理
能力、养老服务形式、服务项目、
管理要素等维度，确立了养老服
务标准体系框架， 将基础通用、
行业急需、支撑保障类标准纳入
优先制定范围。

二是发布一批养老服务重
要标准。 先后发布《养老机构服
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等
级划分与评定》 等一批标准，加
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
准和评价体系。目前已发布了 12
项养老服务国家标准、 行业标
准，正在研制 37 项标准。

三是强化养老服务标准实
施推广。 配合民政部持续开展养
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批
准下达 50 余项养老服务领域国
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培
育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等
一批养老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
不断完善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地方标准化
技术组织，培育了一批既懂养老
产业、又懂标准化的专家和业务
骨干。

四是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化

国际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
组织 ISO/TC314 老龄社会技术
委员会的工作，派专家深度参与
老年劳动力、老年失智症、老年
照护等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
慧。 与法国等国家推动“银发经
济”标准化，共同制定国际标准。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几方面
工作：一是加快推动居家养老和
社区养老服务、 长期照护服务、
智慧健康养老等急需标准制定，
宣贯推广标准内容，狠抓标准实
施应用； 二是开展养老服务标准
化试点专项行动， 以试点带动行
业整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三是
夯实养老服务标准化基础保障工
作， 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专家队
伍建设，为研究、制定、实施和宣
传养老服务标准提供坚实基础；
四是探索推进中国标准“走出
去”，加强国际养老标准跟踪研究
和国际合作交流， 推动中国养老
标准走向世界， 更好提升中国标
准与国际先进标准的相互兼容。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据高晓兵介绍，为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立
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
价体系，加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监管的重要指示精神，民政部会
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自 2017
年起组织开展了大范围、拉网式
的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
项行动，集中解决养老机构服务
安全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 三年来，共解决隐患
问题 40 多万项， 有力提升了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

根据国务院关于制定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要求，民政部全面梳理了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遇到
的问题，服务安全隐患的检查整
治情况，总结分析了当前养老机
构中老年人容易受到人身伤害、
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主要情形，
组织大批一线管理服务人员、养
老服务专家、标准化专家论证研
究，广泛听取行业内外，特别是
老年人及其家属意见建议，编制
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
范》国家强制性标准，经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

“这项标准编制的主要指导
思想就是要总结实践经验，建立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提升的长效
机制，这个标准我们希望达到的
目的是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养老
机构经过努力能够达得到、养老
院的服务人员能够操作、监管部
门的监管有依据。 ”高晓兵强调。

《基本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安全风险
评估、 服务防护、 管理要求等 7
部分。 其中基本要求、安全风险
评估、服务防护和管理要求构成
标准主体部分。

在基本要求中，明确养老机
构应符合消防、 卫生与健康、环
境保护、食品药品、建筑、设施设
备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同时，对养老护理员培训、建立
昼夜巡查和交接班制度等基础
性工作提出了要求；在安全风险
评估中，明确老年人入住养老机
构前进行服务安全风险评估，并
提出了服务安全风险评估范围
应包括噎食、 食品药品误食、压
疮、烫伤、坠床、跌倒、他伤和自
伤、走失、文娱活动意外等 9 个
方面内容； 在服务防护中， 对 9
类养老服务安全风险提出了针
对性的预防和处置措施，目的在
于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年人人身
健康和生命安全，守住安全“红
线”；在管理要求中，主要通过要
求制定应急预案、评价与改进和
安全教育三种方式，建立提高养
老机构服务安全工作长效机制。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
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颁布标
志着我国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的
基本形成。 ”高晓兵表示。

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基本规范》的出台对我国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会产生重要
影响。 高晓兵表示，一是完善了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的出台明确的
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红线，
2017 年制定的是养老机构服务
质量基本规范，明确的是保障养
老服务质量的基准线。 2018 年制

定的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明确了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等
级线。 前不久民政部制定了建立
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
系的指导意见。

这三个国家标准和实施意
见是相互支撑的，也是各有定位
的。 这样一来，初步形成了全国
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和评
价体系的框架。

二是有助于推动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 我们国家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剧， 而且是未富先老。
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在这种
情况下，我国养老服务业也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但总体上还是处
在起步阶段，而且从服务机构的
情况看良莠不齐、 服务不规范、
安全不到位等问题还是比较突
出的。 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
布，将有助于养老机构管理者和
服务人员提高标准意识，做到服
务安全有标准可守、 有规矩可
循，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养老服务的质量。

三是有助于完善养老服务
的综合监管。 2018 年底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取消了原
来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也就是
说现在设立养老机构不需要许
可。 这样就把事中、事后的监管
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现在出
台的这个标准， 与即将修订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及其他监
管措施相互衔接起来，共同构成
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的主要依
据， 确保养老服务既放得开、又
管得住，确保入住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

多方合作共同发力

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
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发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
准技术司负责人陈洪俊表示，近
期将重点抓好五件事：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标准制
修订步伐，支持立项出台一批急
需的标准。 二是依托现有的试点
示范单位，组织开展养老服务标

准化培训和现场交流活动，进一
步营造学标准、用标准氛围。 三
是启动征集下达一批养老服务
标准化试点，在实践中总结推广
更多的养老服务标准化创新经
验。 四是配合民政部建立完善养
老服务标准化专家库，进一步壮
大养老服务标准化力量。 五是加
强与 ISO/TC314 其他成员国的
合作，依托中国实践适时提出养
老服务的国际标准提案。

高晓兵表示，民政部将在三个
方面和国标委配合起来下功夫。

第一，首先要让大家知道有
这样一个强制标准。 把标准进一
步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形象语言，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
宣读和解读。 要让养老机构知
道，标准的规范内容是开业的最
基本条件，不知道、做不到、做不
好就可能被依法处罚直至停业
整顿。 要让所有的养老服务行政
管理部门都知道，标准是履行职
责的依据。 如果不知道、不能依
法监管就可能失职、渎职。 要让
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都知道，
从而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也
能够配合和信任养老机构来履
行好自己的监督权利。

第二， 做好过渡期准备工
作。 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
构充分做好实行强制性标准的
准备。《基本规范》规定了两年过
渡期，在这期间，民政部将分类
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对
条件比较好的养老机构鼓励他
们率先达标，对条件差一点的养
老机构要督促、甚至给一些倾斜
政策，尽快补上短板。

第三，要加紧提高民政系统
自身的检查执法能力。 民政部门
作为养老服务行业的监管部门，
要把《基本规范》作为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的重要依据。 下一步，
将对照标准要求逐项细化，形成
便于操作的养老机构服务安全
基本规范对照检查表，制定出台
有关执法检察的规程，提高行政
执法人员的能力水平，确保强制
性国家标准在养老服务的各个
工作环节能够贯彻落实到位。

� � 2019 年 12 月 2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批准 GB38600-2019《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
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予以公布。

这是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了养老机
构服务安全“红线”，将有利于防范、排查和整治养老机构服务中的
安全隐患，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1 月 13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对《基本规范》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基本规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一是完善了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二是有助于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三是有
助于完善养老服务的综合监管。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现场（吴晓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