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9 日，国新办举行《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负

责人郝福庆，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汪科，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出席，
介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有关情况。

发布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就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完善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模式、做好农村留守和空巢老年人关爱服务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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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关爱服务农村空巢老人？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答记者问

以下是李邦华关于养老问
题的回答实录：

记者：《意见》提出要建立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能否介绍
一下当前对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制度有什么探索经验？ 下一步将
如何落实？

李邦华：基本养老服务是由
政府主导提供、满足老年人基本
养老需求的服务，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制度是通过列清单的方式
来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服务谁、怎
么服务、 由谁提供服务这些问
题。 通过清单的方式一目了然、
明明白白， 既方便贯彻落实，也
方便人民群众知晓和了解。

《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部
署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
度， 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健全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也
是推进实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所提出的到

“2035 年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 这个远景目标的重
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本养老
服务在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
2017 年民政部和财政部把建立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纳入了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的范围，相关地区也出台了一些
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积累了不少
经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1 年版）》在“老有所养”栏下

设立了“养老助老服务”项目。 在
不同层次的探索和实践中，至少
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共识。 第一，
基本养老服务是管基本，要聚焦
服务老年人的失能照护和生命
安全等基本需要， 做到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 第二，基本养老服
务是面向全体老年人，但是也要
优先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需
要。 第三，基本养老服务由政府
主导提供，非基本养老服务由市
场调节， 形成以家庭为基础，政
府、社会、市场各司其能的新型
养老模式。

按照中央的相关部署，民政
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政策文
件。 文件将把《意见》里面提出一
些原则性、框架性的需求落实到
位。 同时《意见》里面也提出要建
立全国范围内跨部门互认的老
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这也非
常重要。 因为把老年人的综合能
力及其他相关情况评估清楚了，
有助于准确确定服务对象和服
务方案，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也
是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的基础。 近期，民政部在总结前
期《老年人能力评估》等相关行
业标准基础上，制定了《老年人
能力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国
家标准， 目前正在对外征求意
见，也希望大家关注和多提宝贵
意见。

记者：目前我国失能和部分
失能老年人约有 4000 万，《意见》

中强调构建居家 、社区 、机构相
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请问民政
部将怎样落实居家 、社区 、机构
三者的协调发展，在完善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模式方面有哪些创
新举措？

李邦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明确提出，
要构建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
托、 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
系，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立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多数老
年人都是希望在家养老，这是跟
亲情密切相伴的一种养老模式，
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十三五”期间，民政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会同相关部门
加快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中央财政总共安排了
50 亿元资金来支持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在推进改革
试点的过程中，提出了 7 个试点
方向。 经过 5 年的试点实践，在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方面创新
了不少新的服务形式，比如家庭
养老床位、 居家适老化改造项
目、互助养老，以及老年餐桌、综
合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都是
在试点过程中创新和发展形成
的服务形式。

怎么实现居家社区机构相
协调呢？ 主要通过发挥居家上门
服务和老年人到社区服务，以及
机构发挥支撑作用这三种方式。
在居家服务方面，我们现在重点
在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十四五”

期间， 在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下，我
们今年选了 42 个项
目地区开展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 通过把养老机构
的专业服务递送到家
庭、 递送到老年人身
边和床边， 让他们享
受养老机构的服务。
在社区养老服务方
面， 重点要推进老年
餐桌、日间照料、短期
托养、 互助服务等服
务形式， 让老年人从
家门口走到小区门口
就能够享受到身边的
养老服务。 对养老机
构来讲， 养老机构要

提质增效，要增强他们对失能失
智老年人照护的能力。 到 2025
年，全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
要达到 55%，同时，我们也鼓励
养老机构应该把院门打开，主动
积极上门提供服务，为社区老年
人提供服务，实现居家、社区、机
构三种服务各展所长，同时相互
融合、相互衔接，形成综合的一
种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不管在家
里还是在小区里面，还是去养老
机构，都能得到比较专业的养老
服务。 这是从“十三五”到“十四
五”协调发展的一个过程

记者 ：长期以来 ，农村养老
一直是我国老龄工作的难点和
焦点，随着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
动，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大批无
人照顾的空巢老人，有些老年人
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出现了患病
自杀的极端事件，这也成为妨碍
乡村振兴建设的巨大社会问题，
对于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
体的关怀，政府如何推动全社会
一起有所作为？

李邦华：按照中国老龄协会
的相关统计，全国空巢老人比例
应该是一半对一半， 因为人员
流动各方面原因， 农村空巢老
人比例还会高一些。 关注农村
留守、空巢老年人，是我们养老
服务的工作和重点，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 总书记也有多
次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的
相关文件部署里都进行了专门
的安排，这次《意见》也对农村
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提出了要
求。 总的来讲，对农村留守和空
巢老年人关爱服务大概分三个
层次：

一是在推进普惠性的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 农村
的空巢老年人是重点的服务群
体和服务对象， 包括我们在推

进老年人餐桌、日间照料、适老
化改造等工作， 如果是空巢老
年人， 应该是优先照顾的政策
对象。

二是这些年我们在推进农
村养老服务过程中，结合农村实
际、特点、特色，把空巢老年人的
服务纳入到养老服务重点，也有
不少的创新和实践，比如这几年
推进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就是
通过年轻的老年人照顾年纪大
一点的老年人，还有推进“党建+
农村养老服务”， 通过基层党组
织的作用，凝聚或者组织社会各
方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服务，重
点服务对象也包括农村留守或
空巢老年人。 我们在发改委的
支持下，“十三五” 以来一直在
开展农村社会兜底项目建设，
改造和提升农村敬老院服务能
力， 以前农村敬老院主要是为
特困对象服务的， 改造提升以
后面向全体的老年人提供服
务，也是把空巢老年人作为重点
服务的对象。

三是针对农村留守和空巢
老年人，发展建立了专门的关爱
服务体系，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
推动建立了关于农村留守老年
人关爱服务体系，普遍地开展对
空巢和留守老年人的定期巡访
制度，不管是通过志愿者还是政
府购买服务， 或者通过村集体、
村委会这些组织力量，定期探访
留守和空巢老年人，了解他们的
养老需求，有什么困难，提供应
急救援，避免发生一些冲击道德
底线的事情。

总的来讲，农村留守和空巢
老年人是整个农村养老服务和
养老服务关注的重点群体，我们
希望他们在子女或者家人不在
身边的时候， 也能够在家养得
好、养得安全。

（据国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