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养老机构，老人自己不一
定乐意 ；独自留在家里 ，子女不
放心 ；请人照顾 ，费用可能要超
出一些家庭的承受能力———养
老，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家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区旭东社区的常汉英老人今
年 75 岁， 这些问题她却一点都
不愁：白天有社区老年日间照料
站照顾 ，能参加集体活动 ；晚上
子女下班后 ， 还能享受天伦之
乐，老年生活多姿多彩。

今年，“社区养老工程”继续
被乌鲁木齐市列为民生建设十
大实事之一，鼓励动员具有养老
服务经验、信誉良好的养老机构
或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 以居
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
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被居民们
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上门提供生活服务
价格实惠居民满意

中午 1 点不到，70 岁的陈秀
梅坐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银川路片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餐厅等待开餐。 进入室内，
老人也没摘下墨镜———因为老
人不久前刚做了眼部手术，不能
见光和接触油烟。

陈秀梅原本身体状况不错，
即便子女不在身边， 自己做饭、
打扫卫生都不是问题，但最近却
被术后不能接触油烟的医嘱难
住了。“之前就听社区干部说过
这里有助餐服务。 过来一看还真
是不错，价格比外面的小馆子便
宜不少， 卫生条件也更让人放
心。 ”陈秀梅说。

餐厅是半开放式的， 所有就
餐人员都可以看到厨房的操作流
程。 1点钟准时开餐后，陈秀梅点
了一份两荤两素的套餐， 仅支付
了 12元。除了专门为老人提供的
套餐外， 这里还可以购买馒头花
卷包子等主食， 同时提供点菜服
务，价格也普遍低于市场价。老人
们在餐厅就餐的同时， 工作人员
已经打包好了十几份套餐， 准备
送往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

“服务人员把我们这些老年
人都拉到一个微信群里，每天提
前和我们分享菜单、 菜品照片，
经常根据我们的建议调整。 现在
的菜都挺符合我们的口味。 ”吃
完午餐，陈秀梅连连称赞。

最近，95 岁的杜秀兰老人享
受了一次上门助浴服务———这
也是银川路片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提供的项目之一。 杜秀兰老
人这几年已经处于失智状态，每
次洗澡都是家里人的大难题。 助
浴人员王朝利有 5 年养老院工
作经验。 她带着两个服务人员用
了将近一个小时给老人洗完澡，
打扫好浴室卫生，收费仅 20 元。

老人的儿子严国章付费后
在服务单上的满意度一栏勾选
了“非常满意”。“前几年都是我
们给母亲洗澡，” 严国章说，“但
是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有些力
不从心。 助浴服务解决了大问

题，价格也不高。 我每个月都要
预约三四次。 ”

根据乌鲁木齐市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目录及指导价，居
民可以享受的上门服务包含生
活照料、精神慰藉、安全守护等 8
个方面，价格也基本在普通收入
家庭可承受范围内。

专业机构运营管理
社区做好考核监管

政府资源有限，一个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需要的人手不在少数，社
区是否有足够的人员来支撑？

乌鲁木齐支持社会资本参
与社区养老服务。 银川路片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均
来自第三方机构。 该中心负责人
聂俊峰介绍，中心的场地由所在
地西八家户路东社区免费提供，
由第三方机构整体运营管理，社
区对第三方机构进行日常监管
和考核。

“中心每月都要把上门服务
的满意度调查单交到社区以备
检查考核。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过
来看看服务情况。 ”西八家户路
东社区党委书记仙惠英告诉记
者，和第三方机构的合同都是一
年期，到期后会根据这一年的考
核情况确定是否续签，避免第三
方机构出现服务不到位的情况。

“2019年、2020年新建（改造）
的 75 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中，59
个实现了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管
理，社会化运营率达 78%。 ”乌鲁木
齐市民政局社会事务与社会福利
科科长王艳荣说，今年 9月底前还
将有 94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成
或改造完毕。 年底前，全市 169个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要
达到全覆盖。

据了解， 乌鲁木齐市民政、
发改、公安、财政、建设等 12 个
部门联合制定《乌鲁木齐市关于
做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取消后
登记备案监管工作的通知》，取
消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施登
记备案制度，加大培育第三方专
业养老服务机构的力度。

一些场地不足的社区，还发
动了社会力量和志愿者来补充。
旭东社区的食堂仅可以给工作
人员提供就餐，无法为老年人开
辟专门的餐厅。 助餐服务由社区
引进的餐饮机构进行配餐，价格
也极为亲民：每份在 13 元以内。
为了保证饮食安全，每天的配餐
都在社区食堂进行留样。

在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同时，
旭东社区还发动志愿者补充养
老力量。 今年 60 多岁的柴素英，
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团队，为高
龄老人提供服务。“我们根据老
人的不同需求成立了 10 个志愿
者团队，提供理发、助医等服务。
大部分成员是社区的低龄老人，
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发挥余热，
等他们年龄大了，再由补充进来
的低龄老人为他们服务。 我们把
这叫做‘储蓄养老服务’。 ”旭东
社区党总支书记潘文君说。

养老资源整合上线
智能设施方便老人

常汉英打开电视机， 操作遥
控器订好了第二天的午餐， 准备
出门遛弯，“原来试过在手机上点
餐， 但孩子教了好几回我也没学
会。如今，学会了用遥控器在电视
上点餐，操作起来方便多了，还能
预约家政之类的上门服务。 ”

常汉英使用的是乌鲁木齐

市民政局与中国电信乌鲁木齐
分公司合作搭建的乌鲁木齐市
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平台整
合了全市中小服务企业、志愿者
队伍、社会组织等各类助老服务
资源，形成“15 分钟服务圈”。

目前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已
录入老年人信息数据 16 万条，
累计为老年人提供关怀信息服
务和上门服务 5000 余人次。 据
了解，乌鲁木齐市民政局正在指
导电信公司进一步优化智慧养

老平台界面交互、 内容朗读、操
作提示等功能，研发适宜老年人
使用的智能产品。

该平台已将智慧养老服务
植入旭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及老年人家中。 老年人可通过
电视遥控器进行线上点餐、远程
挂号问诊、 缴纳水电气暖费等，
让助老服务更加便捷。

常汉英手腕上常年戴着一个
智能手环， 发生紧急情况时只要
按下拨号键就可以联络到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平时，手环
将她的心率、 血压等信息传输到
后台， 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随时监
测数据， 一旦发现异常就能及时
联系并根据定位找到本人。

“戴上手环之后，心里踏实
多了。 ”常汉英说，只要身体情况
允许， 她完全可以独自出门，不
用担心在外面发生意外。

“今年，乌鲁木齐会继续落
实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工
作，推进服务设施的建设，逐步
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格局。 ”王艳荣说。

（据《人民日报》）

地方动态

江西：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台

近日，江西省民政厅印发
了《江西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 织 专 项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1-2023 年）》， 从 2021 年
起用 3 年时间开展培育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要按照“一
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
上台阶”的总体要求，通过实
施社区社会组织党建提升行
动、规范管理行动、提质培优
行动、人才培训行动、作用提

升行动、 农村补短板行动等
“六大行动” 和“22 项专项任
务”，力争到 2023 年底，全省
城市社区平均不少于 12 个社
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不
少于 6 个社区社会组织；每个
县（市、区）平均不少于 50%的
乡镇（街道）成立社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等枢纽型社会组织，
平均不少于 50%的乡镇（街
道）建有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社区社会组织整体结构布

局进一步优化、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 服务领域进一步拓
展、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方案》要求，各地要充分
认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
重大意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制定和落实本地政策措施，加
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先进典型的
宣传表扬，分步骤、有重点地推
进相关工作， 确保专项行动各
项目标任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到位。 （据江西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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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筑牢当前和暑期未成年人保护安全防线

近日，甘肃省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通知，就做好当前和暑期全省
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作了
具体安排部署。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要结合本部门工作职
责，紧密联系地域特点、季节
特点和本地未成年人安全保
护工作实际， 以科学有效、扎
实有力的工作措施切实保障
未成年人安全。 一是加强各类
涉及未成年人机构场所的风
险隐患排查，坚决防范遏制未
成年人领域安全事件发生。 二

是加强各类涉未成年人机构
以及未成年人聚集场所的疫
情防控力度，保障未成年人身
体健康。 三是加强对公园、室
内外游乐场等场所服务未成
年人设施设备、疏散条件的安
全检查，防止生产安全和火灾
事故的发生。 四是加强对暑期
涉及未成年人的游学、 研学、
社会实践等活动管理，严防交
通、拥挤踩踏、食物中毒、意外
伤害、野炊引发火灾等事故的
发生。 五是加强对网吧、游戏
厅和酒店、 宾馆等场所的巡
查，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不良影
响或侵害。 六是加强对人口集

中居住地区河湖明渠的巡查，
防止未成年人野浴溺水。 七是
高度重视汛期自然灾害风险
防范，对各类涉未成年人机构
场所周边的建筑物、 围墙、山
体等进行细致排查。

《通知》强调，各地要深入
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和宣
传活动，增强未成年人的安全
意识，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救自
护能力； 要树牢底线思维，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组织保障，切实
织牢织密未成年人安全保护
工作网络。

（据民政部网站）

福建：设立专项资金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政服务

据福建省财政厅消息，为
动员社会组织参与民政服务，
今年起福建省财政设立专项
资金， 每年安排 1500 万元支
持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
有资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

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购
买民政服务。

具体包括：支持建立一批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点， 按每个 20 万元给予补
助；支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服务站驻站队伍培训；支持慈
善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项目，以
及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审计和
省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运行
服务等项目。

（据《福建日报》）

服务送进家 养老不离家

老人使用电视点餐系统预订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