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根据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
突破 3 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
中度老龄化，养老服务将接受更
大的挑战和考验。

然而，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发
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现象还比较多，存在许多
短板。 如何下大力气建机制、补
短板、兜底线、提质量，为实现
2035 年‘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成熟定型，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愿景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

破解养老服务工作中 “难
点”“痛点”“堵点”问题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 民政部将采取哪
些积极举措？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
责人：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部署，民政部将着力破解当前养
老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难点”“痛
点”“堵点” 问题， 推动实现到
2022 年全面建立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到 2035
年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基本成熟定型，到本世纪中叶全
面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相适应的、成熟完备的养老服务
制度等工作目标。

为此，下一步民政部将推动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面向全
体老年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比

如，制定并完善全国统一的老年
人能力与需求综合评估标准；推
动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内容纳
入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服务
范畴；整合现有老年人补贴制度，
因地制宜提高补贴标准、 补贴精
准度和有效性， 做好与残疾人两
项补贴、社会救助等政策的衔接，
形成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大
力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 切实降
低养老服务成本， 为广大老年人
提供价格适中、方便可及、质量可
靠、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同时，要加快养老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满足老年人养老
服务需求，包括大力发展城市社
区养老服务，在街道、社区、小区
形成衔接有序、功能互补的社区
养老服务网络；积极培育居家养
老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将专业服
务延伸到家庭，大力发展“家庭
养老床位”； 有效拓展农村养老
服务，在县乡村建成三级养老服
务网络， 形成适合农村特点、满
足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
体系；积极推进医养康养结合服
务，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
务有机衔接和融合，满足老年人
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以满足人人享有基本养老
服务为目标

记者 ：当前 ，我国社区养老
发展滞后，难以对居家养老形成
有效支撑。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
责人：居家养老在我国养老体系
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相对于其他

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的社会成本
更低，更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
需求， 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仍将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

“十四五”期间，民政部将以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调发展为
方向，以满足人人享有基本养老
服务为目标，促进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

第一是要推动养老机构进
家庭和社区，将专业服务延伸到
家庭， 为居家养老提供支撑，到
2022 年年底力争所有街道至少
建有一个具备全托、日托、上门
服务、运营家庭照护床位的综合
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 还要大力
发展家庭照护床位，在各地探索
基础上，及时面向全国推广。 目
前发展家庭照护床位的思路和
方向是把养老床位建在家庭，由
养老机构运营家庭照护床位并
提供服务，让老年人居家就能获
得连续、稳定、专业的养老服务。

第二是要进一步推动社区养
老服务发展。 截至 2020 年 9 月
底， 全国社区日间照料机构和设
施达到 21万多个，基本实现城市
社区全覆盖和农村社区 50%覆盖
的目标。下一步，民政部将联合有
关部门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落实新建小区、已建成小区配
建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的要求。 依
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在街道层
面广泛发展综合功能的养老机
构， 将专业的养老服务引入社区
和家庭， 在社区和小区发展嵌入
式养老服务机构和日间照料中
心，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连锁
化、品牌化、社会化运营，形成街

道、社区、家庭有序衔接、功能互
补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让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
的主体

记者 ：当前 ，我国许多城市
养老床位面临 “一床难求”。 同
时 ， 我国养老机构存在功能混
乱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一些
养老企业利润微薄， 无法生存，
另一些则价格过高，普通民众消
费不起，难以起到机构养老的补
充作用。 对此民政部将采取哪些
举措？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
责人 ：养老床位出现“一床难求”
的主要原因是优质床位不足，供
给结构不合理。解决这一难题，需
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为此，民政部将指导各地民
政部门重点扶持发展满足基本
养老服务需求、服务失能失智老
年人、 方便可及的养老机构，引
导社会力量适度建设面向高收
入家庭的养老机构， 满足多层
次、个性化服务需求。 同时，引导
养老机构发挥服务和技术辐射
作用，参与居家上门服务和社区
养老服务。 大力发展社区连锁
化、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小微
养老机构。 积极培育一批品牌
化、连锁化、规模化、同时开办居
家社区和机构服务业务的养老
服务综合体。

同时，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力
量和市场机制作用。 民政部将积
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
同发展，坚定不移地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让社会力量成为养
老服务的主体，不断完善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养老服务市场体
系。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以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
见》为契机，全面落实养老机构
取消许可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 二是推动完善发展机制。 联
合有关部门不断完善政府购买、
委托等方式， 引入市场机制、社
会力量扩大和优化养老服务供
给，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养老服务企业。 三是拓展运
行机制。 支持“养老服务”+老年
人用品产品、+金融、+教育、+文
化、+旅游等服务，加强养老服务
领域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三社联动”，鼓励慈善和志愿
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养老产
业。 推进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
造，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统筹
推进适老化设施改造，为老年人
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社区环
境。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开展养老服务人才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到 2022 年年
底前培养培训 1 万名养老院院
长、200 万名养老护理员、10 万名
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切实提
升养老服务持续发展能力。

“十四五”期间，民政部将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事业产业双重属性双轮驱动，坚
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
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努力满
足广大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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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方便可及、质量可靠的养老服务

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

九年义诊 6000 名贫困地区患者
11 月 22 日晚， 北京海鹰脊

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海鹰基金会”）在梅地亚中心举
办了“九年医疗扶贫 医者迎风
向上”成立九周年公益晚会。 民
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和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大医学
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
分别致辞。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
成付在致辞中高度评价刘海鹰
团队的职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认
为这是在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最
需要的一种品德和操守，号召大
家要向刘海鹰同志学习。

詹成付指出，我们现在尽管
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
障体系， 但保障标准还不是很
高，超过标准报销不了的就需要
我们的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慈
善组织来补充。

詹成付强调，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即将完成， 到 2035 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
正向我们走来，14 亿中国人民中
还有很多比较困难的，所以党和

政府有责任， 而我们的社会力
量，更有发挥作用的舞台，我们
慈善组织要拿出本事，为这个国
家贡献更大的力量。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大
医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詹
启敏在致辞中深情回忆，2020 新
冠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
北大医学人的担当就是在人民
最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刘海鹰
教授很好地诠释了北大医学之
精神，是中国医疗界和北大医学
界的优秀代表。

作为海鹰基金会的发起人、
理事长，刘海鹰总结了过去九年
基金会的工作历程。 他在发言中
表示，希望通过汇报海鹰基金会
九年来在医疗扶贫方面的探索
和实践，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和团
体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为脊柱
疾病的公益救治和人群防控凝
聚力量。

晚会共分为四个篇章，讲述
了九年间海鹰基金会公益团队
如何牢记使命、脚步不停地在医
疗扶贫路上不断前行。

敬一丹、鞠萍、斯琴高娃、朱

媛媛、程琳、陈铎、王奎荣、蔡明、
刘金山、王千源等多位新闻界与
文艺界爱心人士带着自己精心
准备的节目前来助兴，与他们一
同登台的还有海鹰基金会曾经
救治和正在救治的脊柱疾病患
者代表。

晚会现场， 海鹰基金会还分
别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
会、陈伟鸿公益基金会、阿里健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

议， 加大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脊
柱疾病公益救助和人群筛查。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社会各界带
来意想不到的重大挑战。 面对困
境， 海鹰基金会及时调整工作部
署，全力参与抗击疫情。除了积极
筹集捐赠抗疫物资支援疫情一线
地区之外， 海鹰基金会还曾邀请
书法家都本基先生撰写“天佑中
华、加油中国”条幅，在纽约时代

广场大屏滚动播出， 与全球华人
一起为中华神州祈福， 向世界展
示中国战胜疫情的决心。

同时，今年也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收官之年。 在疫情得到基
本控制后，海鹰基金会继续锚定
深度贫困地区，组织医疗专家陆
续奔赴江西于都、云南怒江以及
甘肃定西、临夏等地开展多批次
义诊，把医疗扶贫和精准扶贫行
动覆盖到了所有三区三州，积极
为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
金会成立于 2011 年，是目前我国
唯一开展脊柱疾病相关救治工
作的慈善组织 。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
基金会专家团队赴 16 个省份 43
个贫困县市， 行程逾二十万公
里， 在全国建立了 19 个脊柱疾
病国家级救助中心，先后为 6000
余名偏远贫困地区的患者进行
义诊，累计救治贫困脊柱疾病重
症患者 143 人次， 为 109 个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带来重生
希望。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