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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日益完善
制度体系基本成形

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的
华雅老年人康养中心， 今年 83
岁的谢文骅正在书画室练字。 老
人说：“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养老
服务，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

谢文骅享受的“家门口养老
服务”，得益于“十三五”期间全
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的推行。 作为试点之一，衡阳
市推行新建住宅必须同步规划
建设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政府无
偿新建、改扩建社区养老用房等
措施，积极打造小区养老“毛细
血管”。 一批小而美、专又精的社
区养老机构逐步兴起，让老人实
现养老不离家的愿望。

自 2016 年 11 月到 2020 年
2 月， 全国共有 200 多个像衡阳
这样的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

“十三五”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加强顶层设计，民政部等部
门积极跟进，推动养老服务快速
发展，初步实现了从重视机构建
设向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发展的
转型，从补缺型、碎片化向体系
化、制度化、多元化的转型，为构
建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养老服
务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制度体系基本成形。 从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取消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制度， 到民政
部修订《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规范
养老机构服务； 从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
意见》，到各部门制定发布养老机
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
养老机构标出安全“红线”、质量

“基准线”、服务“等级线”，我国养
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成形。

———市场潜力充分释放。 取
消对 20 张床位以下小微养老机
构的消防建筑设计要求，取消养
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设置审
批，取消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
格审批……一项又一项简审批、
降门槛措施的实施，推动全面放
开的市场发展环境基本形成。

———资金保障更加有力 。
“十三五”以来，中央预算内投资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超 134 亿元，
中央财政投入 50 亿元支持开展
包括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工作。 2014 年至 2019 年，民政部
累计投入本级彩票公益金 85.46
亿元支持地方养老服务发展。 在
中央财政资金逐年加大投入基
础上，社会资金投入更加踊跃。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已
实现整体性突破， 对推动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养老
需求，聚焦高质量养老服务，起到
了关键作用。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主任林闽钢说。

养老服务
供给体系加快优化

九旬高龄的周奶奶家住北
京市西城区牛街西里，平日里最
喜欢到家附近的社区养老驿站，

享受助浴服务。
“家里卫生间小，老人洗澡

不方便，这个驿站离家近，空间
大，设施先进，洗得舒服。 ”家门
口有这样一个社区养老驿站，周
奶奶的女儿也很高兴。

这个占地 600 多平方米的养
老驿站有 8 张日间照料床位，康
复区、餐厅、阅读区、活动室、助浴
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附近社区老
人的服务需求基本都能满足。 从
2016年启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
设试点至今， 北京市已建设起
1000多家这样的养老驿站， 政府
无偿提供场地支持， 由专业化养
老服务企业负责运营，着力打通
大城市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江苏省南京市，为破除养
老机构“一床难求”问题，当地开
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通过一
键呼叫等设备，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养老护理员上门护理服务。

“像这样的家庭养老床位，
南京已设置 5000 多张，相当于新
建 50 家中型养老机构。 ”南京市
民政局局长蒋蕴翔说， 不仅如
此，政府还给符合条件的困难老
人家庭按照 2000 元标准进行适
老化改造，“算下来，比住养老院
便宜多了。 ”

“照料很周到！ ”享受着养老
中心贴心的服务，年近八旬的江
西省兴国县良村镇西岭村失能
老人郭爷爷说。 为解决农村失能
特困老人长期照护问题，兴国县
创新实施公建民营、集中供养的
方式，通过以奖代补、给予经费
补贴引入有专业护理能力和医

养结合条件的团队， 将失能、半
失能农村特困老年人集中养护，
保障全县失能特困老年人享受
优质服务。

“十三五”以来，我国养老服
务供给体系加快优化。 截至 2020
年 2 月，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
施总数达 19.6 万个， 床位 761.4
万张，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
设施 16.2 万个，占比 82.7%。截至
2019 年底，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占
比 达 54.7% ， 床 位 数 占 比 达
57.6%，提前完成“十三五”民办养
老机构占比不低于 50%的发展目
标。 我国基本建立起居家社区机
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
提供了重要支撑。

服务日趋精细化、多元化、
智能化

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智慧
护理床、远程监测手表……“十
三五”以来，随着养老市场的繁
荣发展，智能化适老产品正走进
千家万户。

“您好，王阿姨，有什么需要
帮助的？ ”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一家养老院调度指挥中心， 话务
员于倩正在与独居老人王阿姨视
频连线。 为解决老人居家养老但

子女不在身边的难题， 当地创建
了由政府主导、企业加盟、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虚拟养老院。

在虚拟养老院的蓝色大屏
上， 实时播放着养老服务的运行
状况，实时监控、远程医疗、大数
据分析……“通过虚拟养老院的

‘信息服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平台， 我们能及时掌握老人健康
等各项数据， 为他们及时准确地
提供定制服务。 ”城关区虚拟养老
院院长秦田田说，“互联网+”为老
人的养老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十三五”以来，养老服务更
趋精细，更趋多元。

在江苏苏州，当地在居家养
老服务中增设家庭夜间照护床
位， 解决居家养老夜间照护难
题；在杭州、成都等地，通过大数
据建立老年人需求评估体系，推
动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的有效对
接， 为老年人提供精准分类服
务，养老服务正向着个性化精准
服务升级……新时代，更加精细
化、多元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正让老年人走向更幸福的生活。

“十三五”以来，养老服务领域
改革“实招”“硬招”不断落地，为老
年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
美好愿景，正化为一幅幅现实的幸
福图景。 （据《人民日报》）

科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老人在就餐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构建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
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这是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做到老有所养的
重要基础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
来， 我国养老服务快速发展，截
至 2019 年底， 全国共有各类养
老服务机构 20.4 万个， 总床位
775 万张。 但与人口老龄化形势
和人民群众需求相比，我国养老
服务还存在不少短板。《建议》提
出，要“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
养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制度”， 为搭建养老服务体系的
“四梁八柱”明确了任务要求。 落
实《建议》要求，必须针对老年人
最迫切的需求，逐步建立以失能
照护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健全面向特困人员的救
助供养制度，探索建立面向社会
大众的成本可负担、 方便可及、
质量可靠的普惠型养老服务，推
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要鼓励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加
强邻里互助、 农村互助幸福院、
“时间银行”等互助性养老探索；
要拓展服务形态， 大力推进居
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协调配
合、融合发展；要丰富服务内容，
大力推进医养康养相结合，满足

老年人养老服务和医疗健康服
务的综合需求； 要强化服务保
障， 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
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支持家
庭承担养老功能，发挥家庭养老
基础作用。 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适应
我国实际、顺应广大老年人意愿
的必然选择。“天下之本在国，国
之本在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
细胞，在家中养老是绝大多数老
年人的基本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
视家庭、重视亲情。 家和万事兴、
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
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 家庭支
持是我国老年人养老保障和生
活照料的重要来源，但在家庭结
构小型化、社会观念转变等影响
下，我国家庭养老受到冲击。《建
议》提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
能”，“健全老年人、 残疾人关爱
服务体系和设施”， 为新时代更
好发挥家庭养老基础作用提供
了行动指南。 落实《建议》要求，
应当加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弘扬“百善孝为先”“养亲”“敬
亲”和“送亲”（送终）等传统美
德， 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
任、树立良好家风、促进家庭老

少和顺；要贯彻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健全老年监护制度，依法打
击欺老虐老行为；要探索推进家
庭照护者培训、赡养老年人个人
所得税专项扣除、照料假、喘息
服务、住房和环境适老化改造等
政策措施，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
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减
轻家庭照顾老年人的负担和压
力；要健全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
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特殊困难老
年人居家社区探访制度；要打造
老年宜居环境，健全老年优待制
度，提倡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服务行业为老年人提供
优先、优惠服务，积极支持老年
人融入社会。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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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老年人享受到的养老服务种类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社区‘嵌入式’小微型养老机构
多了起来，助餐、助洁、助急、助浴等多样化养老形式火了起来，‘互联网+’打造的智慧养老平台

受到许多老年人欢迎……
截至 2019年底，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 完善养老护理体系，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缺失的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十三五’以来，我国养老服务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普遍开

展；养老与医疗、健康、信息技术等产业融合发展，业态不断创新；从居家、社区到机构，从公办到民办，多
元化、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初步形成，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