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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慈善捐赠占 GDP比重
从 0.24%提高到 0.96%

夕阳无限好， 人间重晚
晴。 “十三五”时期，广

东省广州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 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 、医养
相结合的 “9064”养老服务体系
初步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多支
撑、多主体的大养老格局基本形
成，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明显增强。

延伸服务布局

“十三五”以来，广州多措并
举推进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9064”养老服务体系，搭建
“区综合体—街镇综合体—村居
活动站点”三级实体服务平台。

率先建立轮候制度，为实现
老年人群养老服务全覆盖，率先
建立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
候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失能老年
人优先轮候入住。 实施失能、独
居、高龄老年人“关爱十条”，落
地 56 项老年人照顾服务创新措
施； 资助 10 万多名老年人免费
享受“平安通” 智慧养老服务，
76.6 万老年人领取长寿保健金。
170 多万老年人享受人身意外
伤害险。每年补助老年人出行优
待约 8 亿元。

“3+X”创新试点，为实现养
老服务全覆盖，统筹推进“3+X”
创新试点，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全
方位延伸至助餐配餐、 医疗健
康、家政服务等领域。 推进街镇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颐康中心）
和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增
加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
养老照护服务供给。

目前， 广州共有养老床位
7.2 万张，从 2016 年起每千名老
年人床位连续 5 年达到 40 张，
民办养老床位占比达到 73%。建
有 4000 多家养老服务设施，城
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100%，“10 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圈”日渐完善。

拓展服务内涵

“十三五”期间，广州不断深
化养老服务内涵，稳步推进医养
结合、“家政+养老” 等服务供
给，探索实施“家庭养老床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能力持续增强。

助餐配餐， 为让社区居家老
人吃上“热菜”，优化提升助餐配
餐服务供给，1036 个长者饭堂
100%实现刷社保卡就餐， 将重度
残疾人纳入服务范围，23个高校、
企事业单位饭堂向老年人开放，
融入医疗护理、心理慰藉等服务，
群众满意率达 90%以上， 助餐配
餐服务成为全国先进典型。

老有颐养，为稳步推进医养
结合， 全市建成护理站 113 个，

173个街镇建立医养服务合作关
系。 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覆盖
率达 99%，其中养老机构内设医
疗机构 77家。 2019 年国家卫生
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共同开展“医养结合在中国的最
佳实践”，广州市有 5例上榜。

为深入开展“家政+养老”，
支持家政服务机构进入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领域， 建立“护理
员+家政员” 养老服务队伍，全
部街镇开展家政+养老服务。

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深入
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适老化
改造等，试点建设 690 张家庭养
老床位， 资助 1576 户特殊群体
老年人家庭、77 个居住区进行
适老化改造。

对标民政部“全国养老院服
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持续开
展服务质量整治提升，开展养老
机构星级评定工作。 58 家三星
级以上养老机构占全省的 37%，
五星级占全省 53%，护理型养老
床位占比达 60％，58.4%的床位
分布在中心片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州
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管理，
筑牢安全屏障，指导各区养老机
构分区分级做好精准防控，并在
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有序恢
复服务秩序。

持续强化服务载体

广州连续 10 年将养老服务
纳入市十件民生实事，设立由市
长担任总召集人的市养老服务
工作联席会议，将养老服务纳入
专项考核和督查激励措施。

“十三五”期间，广州市养老
服务顶层设计日益完善， 发挥党
委政府定方向、保基本、强监管职
能作用，出台 60 多份政策，基本
形成涵盖服务供给、保障、评估、
监管等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建立
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机制。

为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养
老行业， 广州政策扶持力度持续
加大，编制《广州市养老服务机构
设施布局规划修编（2019-2025
年）》， 破除利用既有房屋举办养
老机构消防、规划的障碍，对利用

国有企业物业举办养老机构设施
实行不公开招租、租金优惠、延长
租期、优先续租。 实施税费减免等
优惠政策， 对养老机构和社会力
量运营居家养老服务给予新增床
位、医养结合等资助，境内外投资
者可享受同等待遇。

引入社会力量，连续 5 年开
展为老服务公益创投，培育 306
个创新性为老服务项目。在政府
资助政策推动下，全市 75%的养
老床位、98%的居家养老服务综
合体、95%的长者饭堂、95%的家
政养老服务由社会力量提供，涌
现出一批辐射全国的品牌养老
企业，社会力量已成为广州市提
供养老服务的主体力量。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十三
五”期间，广州人才队伍不断加
强。加大养老护理等专业人才培
养、引进力度，实施养老专业学
费减免、免费培训等十项优惠措
施， 发放养老就业和岗位补贴
1802 人、金额 1819.5 万元，择优
遴选 76 名养老护理员通过积分
制入户类特殊技能和特殊艰苦
行业一线从业人员项目指标入
户广州，全市在册统计的养老服
务队伍规模达 12775 人。

推进智慧养老创新，“十三
五” 期间， 广州智慧养老创新推
进。 上线运营集“服务+管理+监
督+决策”于一体的市为老服务和
居家养老综合信息平台以及养老
服务数据监测中心，优化提升“平
安通”智慧养老服务，为政府有效
监管、社会参与养老服务、老年人
享受养老服务提供支撑。

“长护险”与“照护险”，“十
三五”期间，广州消费能力不断
提升。长期护理保险覆盖 803.12
万名城镇职工参保人员，累计共
有 2.2 万人享受长护险待遇。 率
先实施高龄重度失能老年人照
护商业保险， 实现 80 周岁及以
上重度失能人员照护险全覆盖。

互助式养老，“十三五”期
间，广州鼓励全民参与，支持家
庭承担养老功能，推动养老服务
多方支持、广泛参与。 建立广州
公益“时间银行”，搭建志愿服务
平台，发展互助式养老。

（据“广州民政”微信公众号）

2 月 2 日，2021 年北京市
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会议召
开。 会议指出，“十三五”时
期，社会组织党建形成了“北
京方案”， 累计建立 54 个社
会组织联合党委、920 个社会
组织党支部， 引领了社会组
织政治方向。 登记备案社会
组织数量达到 7 万个，比“十
二五” 翻了一番，803 家慈善
组织、6.6 万名社区（会）工作
者、887 家社工机构位居全国
前列， 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
总量达到 441 万名。 从无到
有建设 297 个养老照料中
心、1005 家养老服务驿站，全
市养老床位达到 10.8 万张，
养老服务商超过 2 万家。 率
先开展慈善信托备案， 慈善
捐赠占 GDP 比重从 0.24%提
高到 0.96%，翻了两番。

会议强调， 要扎实做好
2021 年各项重点工作。 一是

做强社会领域统筹抓总。二是
全力抓好养老服务“一号工
程”。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持
续深化“三边四级”“就近精
准”养老服务体系，重构核心
区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养老服
务机构扶持政策，全面提升养
老服务品质。三是狠抓街道社
区管理体制改革这个“牛鼻
子”。 四是构建“北京版”困难
群众帮扶体系。更大力度降低
救助门槛、 完善救助内容、扩
大救助范围，加强对困境儿童
分类精准保障，健全残疾人福
利保障制度，全面提升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水平。 五是坚决扛
起培育多元治理主体重任。 管
好用好社会组织， 大力发展志
愿服务， 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社会企业创新发展。六
是改善基本社会服务供给。七
是坚决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据民政部网站）

江西：
加强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

近日，江西省民政厅、江
西省残联联合印发通知，在
春节期间开展加强困难残疾
人基本生活保障“暖冬行
动”，保障困难残疾人春节期
间基本生活温暖祥和。

通知指出， 对基本生活
出现困难的残疾人， 各地可
采取先发放后办理的方式，
优先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
入保障范围， 及时足额发放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2 月份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在春节
之前发放到位， 有条件的地
方可提前发放第一季度补贴
资金； 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
要积极争取将经济困难残疾
人、 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困
难群众纳入当地走访慰问范
围， 主动了解困难残疾人的

期盼和诉求， 及时妥善帮助
解决其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
困难， 确保困难残疾人安心
过年、温暖过冬。

通知要求， 各地民政部
门和残联要加强摸底排查，
对因疫情导致其子女等家庭
成员就地过年无法返回的生
活困难残疾人， 以及因疫情
防控影响缺乏监护或照料的
残疾人， 有针对性地提供帮
扶关爱，做到妥善照顾、服务
到位； 对在机构托养的贫困
重度失能残疾人， 要密切关
注其身心健康， 及时开展必
要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工
作， 在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指导下， 通过开展文化体育
活动，丰富残疾人生活。

（据民政部网站）

南京：
出台社会治理促进条例

2 月 2 日， 江苏省南京
市公布了《南京市社会治理
促进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促
进社会治理的地方性法规，
自 2021 年 3 月 10 日起施
行。 该条例共 9 章 66 条，其
中有 3 条明确将社会工作写
入其中。

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
府和江北新区管理机构可以
通过购买服务， 支持社会组
织和社会工作者为贫困、空
巢、失独等特殊家庭，失能、
失智、高龄独居老人，家事案
件当事人、 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被告人和被害人等， 提供

心理辅导、危机干预、情绪疏
解、悲伤抚慰、家庭关系调适
等心理援助服务， 防范和降
低社会风险。

要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
建设， 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纳入人才发展规划， 实行分
类管理， 建立职业发展和职
业保障机制。

市、 区人民政府和江北
新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网格
学院建设， 提升网格员社会
工作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未经过社会工作岗前培训
的，不得担任专职网格员。

（据《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