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老一小”政策体系
不断健全，行业标准、配套
改革逐步完善

“东东刚入园时才 1 岁多，
连儿童勺都拿不稳。 ”云南省曲
靖市富源县麦迪森婴幼儿照料
中心的负责人王锦笑着回忆道。
东东妈妈是医生，工作忙，1 岁多
的宝宝谁来带，一度成为家里的
烦心事。“多亏了这家托育机构，
孩子有地方照料，我们才能安心
工作。 ”

“每年能提供 120 个托位，
开园以来一直供不应求。 ”王锦
告诉记者， 为了鼓励婴幼儿照
护机构发展， 地方政府先后出
台了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实施方案， 对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 社区婴幼儿照
护服务设施实施床位补贴政
策。“扶持政策接二连三，让我
们对婴幼儿照护行业更有信
心。 ”王锦计划着，今年要进一
步完善保健室和保健医生的配
备，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争
取提供更多的托育服务。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十四
五”开局之年，我国“一老一小”
民生保障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推
动养老托育服务发展的标准规
范、支持政策以及配套改革措施
等日益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供
给不断增长， 一项项暖心举措，
一次次贴心服务，老百姓的幸福
感明显增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发展所研究员张本波认为，“十
四五”规划纲要对于“一老一小”
服务项目提出了明确目标，这样
的量化指标将有力支撑养老、托
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今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 定》《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21—2030 年)》等对养老、托育
服务体系建设都进行了部署安
排。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十四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
托育建设实施方案》， 加大中央
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扩大养老
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质
量、完善服务体系。 据了解，今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 70 亿元已下达
各地， 将支持新增养老床位 17

万张， 新增示范性婴幼儿托位 6
万个。

补短板、增供给、优服
务 ，不断织牢“一老一小 ”
民生保障网

“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
口将以年均约 1000 万人的规模
持续增长，特别是高龄和失能失
智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对养老服
务能力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托
育服务方面， 据测算目前约有
35%的婴幼儿家庭存在入托需
求， 但入托率仅为 5.5%左右，托
位供给还存在较大缺口。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补短
板、增供给、优服务，我国不断织
牢“一老一小”的民生保障网。

各地方积极行动，浙江、江
西、 江苏、 重庆等地陆续出台
“十四五”养老服务规划，围绕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业等作出系统安排。
北京市社区养老驿站已达 1000
余家， 托育服务方面也在加强
规划布局、研究制定标准、培训
专业人才。 江苏则把夯实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基础性地位作为
应对人口老龄化、 完善健全养
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目前
江苏省共建成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站点 1.82 万家， 街道日间照
料中心 589 家、 老年助餐点
7000 余个。

兜底线、普惠性，注重补齐
重点人群、重点领域、重点地区

的养老托育服务短板。
张本波认为， 兜牢底线方

面，政府要保基本，深化公办养
老机构改革，完善公建民营管理
机制，坚持公益属性。 通过新建
或改扩建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提
升其护理能力，强化对失能失智
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 促普惠
方面，要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普惠
托育服务，扩大面向中低收入人
群的普惠性服务供给，为群众提
供价格实惠、方便可及的养老托
育服务。

多层次、多元化，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满足群众多样化
养老托育需求。

“有了夜间照料服务，我再
也不用担心 85 岁的老母亲晚上
出问题了。 ”李先生在外地工作，
与苏州市一家养老机构签订完
夜间照护协议，悬着的心终于放
了下来。 苏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
处处长罗林说，为弥补养老服务
夜间照护空白，今年 5 月，苏州
市民政局按照“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普惠适用”的原则，依托有
资质的服务机构，将夜间时段照
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 截至
目前， 全市 97 家单位成为签约
机构，签约服务对象 2738 人，开
展服务超 16 万人次。

家家都有小， 人人都会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百姓期
待，不断织牢织密的“一老一小”
民生保障网， 将惠及千万个家
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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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民生保障惠及千家万户

近日， 由河北省民政厅指
导、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主办的
因爱汇聚·2021 河北公益节以视
频会议形式举办。

本届河北公益节以“汇聚慈
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首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
新形式，设置“云观展”“云推介”

“云论坛”“云挑战” 四大核心版
块，并在河北省民政厅设线下主
题会场。

国务院参事、中国慈善联合
会乡村振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汤
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视频讲演，民政部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
司长臧宝瑞视频讲话。 河北省民
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勇，党组
成员、副厅长陈建民参加活动并
讲话。 河北省文明办、乡村振兴
局有关领导，河北省民政厅机关
相关处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民政电子政务中心主要负责
同志，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负责
人 40 余人参加线下主题活动。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通过网
络视频收看活动，167 万人次通
过线上渠道共同关注此次盛会。

河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
长杨勇指出，慈善事业要紧紧围
绕大局，在扶弱济困等方面进一
步找准定位， 努力展现更大作
为。 要在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积极参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完善慈善资源对接机
制，提高慈善帮扶成效，共同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要
在助力基层民生服务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引导慈善资源支持基
层民生服务， 拓展基层服务供
给，与政府救助同向发力，让民
生保障从“兜得住”向“兜得好”
转变。 要引导先富群体向上向
善、关爱回报社会，鼓励广大企
业家等慈善力量自觉履行社会
责任， 积极加入到慈善事业中
来， 提升企业和自身的社会价
值。 要在助力冬奥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展示主人翁的责任担当，
体现东道主的文明行为，积极参
与冬奥、服务冬奥、宣传冬奥，为
办好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发挥重要作用。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
会工作司副司长臧宝瑞对河北

省慈善事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河北慈善力量积极响应
号召，广泛参与脱贫攻坚、疫情
防控、乡村振兴、扶弱济困等慈
善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省民
政厅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民
政部安排部署，积极推进慈善事
业健康发展，在慈善表彰制度建
设、慈善品牌项目打造、志愿服
务条例修订、 冬奥志愿服务实
施、“五社联动”机制推进等方面
成效明显， 初步形成组织化、专

业化、多元化的现代慈善事业发
展格局。

河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陈建民介绍了省慈善事业
发展以及明年即将开展的“河北
慈善奖”奖项设置、评比程序等
有关情况。 河北省五家荣获第十
一届“中华慈善奖”的单位代表
齐聚现场，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
裁陈君代表获奖单位发表感言。

现场还进行了乡村振兴项
目签约，河北省慈善总会、河北

慈善联合基金会、 河北省三强
公益慈善基金会、 新奥公益慈
善基金会、 河北省冀银公益基
金会、 河北省君乐宝公益基金
会、河北省中冀扶贫基金会、河
北省光伏新能源商会、 河北圣
悦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9 家社会
组织签署了对接乡村振兴项目
框架协议。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
2257 家社会组织参与 1393 个
乡村振兴项目， 涉及资金 1.85
亿元，受益人口 181 万人，其中
本届河北公益节共促成 17 个
项目成功签约， 意向对接金额
达 3784.61 万元。

本届河北公益节以“益时
光-慈善时间银行”小程序为载
体， 开设慈善项目厅和社会责
任厅两大线上展厅 ，365 天 24
小时不间断展示河北爱心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
领域的创新项目、 典型案例与
特色成果， 为社会公众提供身
临其境的优质观展体验。 活动
还特设“云挑战”版块，通过观
看公益视频、储备公益常识、转
捐爱心积分等方式， 全力打造
公众参与的新模式。

汇聚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2021河北公益节举行

“养老驿站就在家门口，饭菜可口，还有照料床位，真是方便!”前不久，北京市丰台
区云岗街道第六家养老服务驿站———朱家坟西山坡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正式

营业，67岁的张秋芬当天就拉上老姐妹们去体验。养老驿站内不仅能就餐，还设有健康评
估区、日间照料室、保健按摩室等多个功能区，也会根据老年人需求提供上门送餐、定制家
政、助医服务等。“驿站来得太及时了，简直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张秋芬高兴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
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 ”完善“一老一小”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内容，事关千家万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
人口服务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 开局之年，“一老一小”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关部门和各地方积极推动养老托育
服务健康发展，织密“一老一小”社会保障和服务安全网络。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