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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养老护理员
将享受最高 1500 元/月岗位津贴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护理员分 5 等级奖励

据了解，2021 年 1 月 1 日
《北京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
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

《实施办法》规定，养老护理
岗位将设立奖励津贴制度。 津贴
分为 5 个档次， 按照初级工、中
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分
别给予每人每月 500 元、800 元、
1000 元、1200 元、1500 元的岗位
奖励津贴，直接发放给养老护理
员本人。

领取岗位奖励津贴的养老
护理员需在养老机构内签订劳
动合同或劳务协议 (含劳务派遣
协议)、 专职从事养老护理服务，
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经民政部门核实
后，方可发放。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
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岗位
津贴的设立目的并非为一线护理
员涨工资， 更多是通过这种形式
推动护理员向职业等级的方向发
展，促进护理员不断成长学习，在
职业技能等级上不断进步， 提升
北京市的养老服务质量。

《实施办法》还明确提出建
立市、区、养老服务机构分级分
层培训体系，每年对养老服务人
才开展一次全员轮训。

有资料表明， 我国失能、半
失能老年人达到 4000 多万。 按
照国际公认养老护理员照料 4
位失能、 半失能老人的比例来
看，我国目前约需养老护理人员
1000 多万。 民政部今年 3 月发布
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有 200 多万
老人入住在约 4 万个养老院，但
工作人员只有 37 万，37 万人中
真正的护理员只有 20 多万，可
见，养老护理员人员缺口巨大。

李红兵在发布会现场提供
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养老业人
才的不足。

“北京市一线护理员 70%左
右为初中以下文化， 近 60%的养
老服务机构院长为高中以下文
化，这样的教育背景制约了养老
服务的质量， 也限制了行业发
展，难以满足老人日益增长的养
老需求。 ”李红兵说。

下一步， 北京市将实施养老
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 重点强化
养老护理人才职业技能和照护能
力。 培训合格取得结业证书的，按
照每人 1500元标准给予培训机构
培训补贴， 所需资金从北京市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列支。

认定标准
源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根据北京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
级以《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2019 年版)》为基本认定依
据。 此次奖励津贴的发放，直接
与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挂钩，更加重视养老护理
员的实操技能水平。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查询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编码：4-
10-01-05)养老护理员 (2019 年
版)看到，2019 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联合民政部组织
制定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 (2019 年版 )》(以下简称
《标准》)。该《标准》即养老护理员
国家职业标准。 本职业共设五个
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
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
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登记鉴定标准分为“理论知
识考试”、“技能考核”、“综合评
审”三大部分。 理论知识考试以
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针对参
加五级考试的未取得小学毕业
证书的人员，必要时可采用口试
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
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
和相关知识要求; 技能考核主要
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
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
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综合评

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
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
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
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
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其中， 对于工作要求部分，
标准对五级/初级工、 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
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
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
低级别的要求。

五级/初级工职业功能为生
活照顾、基础服务、康复服务 ;四
级/中级工职业功能为生活照
顾、基础服务、康复服务、心理支
持; 三级/高级工职业功能为基
础服务、康复服务、心理支持、培
训指导 ; 二级/技师职业功能为
康复服务、照顾评估、质量管理、
培训指导 ; 一级/高级技师职业
功能为照顾评估、 质量管理、培
训指导。

养老业人才缺乏
毕业生入行有奖

针对当前养老行业供需不
均的现状，养老人才的补充成为
急需解决的问题。 明年 1 月 1 日
起，入职北京市养老行业的高校
毕业生将享受资金补贴支持。

同时，《实施办法》中也对毕

业生入职奖励做出规定。
有数据表明，北京市养老服

务队伍大约在 16000 人左右，其
中一线护理员有 9000 多人，营
养师、社工、辅具适配师等专业
技术人员不到 1000 人，人才缺口
非常大。

目前多数养老服务相关专
业毕业生进入养老服务行业就
业意愿不强，《实施办法》 提出，
国家统招北京生源或北京地区
普通高等院校、中高等职业学校
的应届毕业生或毕业一年以内
的往届毕业生，进入北京市养老
服务机构专职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的， 按照本科及以上 6 万元、
专科(高职)5 万元、中职 4 万元的
标准，发放入职奖励。 该奖励将
在申请人入职养老服务机构工
作满一年后， 按照补贴标准的
30%、30%、40%分三年发放，直接
发放给毕业生本人。

毕业生入职奖励的设立，旨
在大力吸引和鼓励毕业生进入。

据悉，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
从事医疗保健、康复护理、营养
调配、心理咨询、技术培训、能力
评估、服务规划等养老服务相关
领域都将成为毕业生入职奖励
的范围，这将极大的提升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综合素质。

李红兵表示，入职奖励不仅
限于一线护理员，也包括养老服
务机构的行政、管理等岗位。 他
强调，入职奖励是工资之外的补
贴，不允许冲抵工资，如有这种
情况发生，将予以查处。

与此同时，10 月 18 日，北京
市老龄办、市老龄协会联合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
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
告(2019)》也显示，将统筹建立养
老服务补贴津贴制度。 北京市整
合多项制度，建立困难老年人养
老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
贴、高龄老年人津贴制度，新政
策扩大了老年人覆盖范围、提高
了补贴标准， 重点帮助经济困
难、失能、高龄等老年人及其家
庭提高支付能力。

� � 北京市养老服务行业首次将岗位补
贴与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挂钩，专

职从事养老护理服务且取得相关资质的养
老护理员将享受每人每月 500 元至 1500 元
的岗位奖励津贴。

11 月 27 日，北京市民政局正式发布《北
京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实施办法》(简称
‘实施办法’)并对政策解读。 《实施办法》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目前，我国养老护理员人员缺口巨大，难以满足老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