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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我国社会
力量都在积极参与

发展养老服务。 经过十年的
增量发展和提质增效， 我国
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建设与发
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0 年至 2020 年， 全国共
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由
39904 个调整为 38158 个，
养老机构床位数由 314.9 万
张增加至 488.2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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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我国养老机构发展从“增量”转向“提质”
11月 10日，北京泰康溢彩公

益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 智睿养老产业研究院
在京联合发布《长寿时代中国养
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

发布会上，泰康溢彩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应惟伟表示，泰康溢
彩千家已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 直辖市） 资助养老机构 258
家，捐赠适老化设备 1.7 万件，培
训养老从业者 4.2 万人次， 帮助
5.8 万名老人幸福享老。“泰康溢
彩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开展关于中国养老机构
生存现状及发展对策的研究，希
望为养老行业从业者提供合理

的建议，也让基金会的溢彩千家
项目资助更精准。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介绍了报
告的主要内容。 报告以《2021 中
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及相关公
开信息为依据，全面总结近十年
（2010-2020 年）我国养老机构发
展的现状与特点，系统分析长寿
时代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从政策完善、机
构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提
出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对策与路径。

报告指出，十年来我国养老
机构建设与发展主要呈现五个

方面特点：一是全国养老机构结
构调整取得成效，养老机构数量
波动发展从“增量”转向“提质”；
二是养老机构照护和医养结合
能力明显提升；三是养老机构区
域发展存在差异；四是养老机构
服务市场已呈多元化发展格局；
五是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建设力
度显著加强，多措并行的综合监
管方式开始实施。

报告指出， 长寿时代下，中
央和地方为养老机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明确
了我国养老机构发展的政策导
向。 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养
老服务购买能力提升催生着多
层次、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增
加，尤其是高龄、失能老年人对
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巨大需
求，为养老机构发展带来新的市
场机遇。 互联网技术发展、公益
慈善力量加持将进一步促进机
构养老服务效能提升。

报告认为，在我国从轻度老
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的进程中，
养老机构发展呈现出布局社区
化、床位家庭化、运作民营化、价
格平民化、管理智能化、服务专
业化、业态连锁化、类型多样化
等发展趋势。 推动养老机构高质
量发展应统筹政策、机构、社会
力量，发挥养老机构专业支撑和
龙头带动作用，实现养老机构质
的飞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一，调整政策，推动养老
机构高质量发展。 一是明确养老
机构定位，重视其龙头与轴心作
用， 加强分类管理和功能优化，
尤其注重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的能力提升。 二是打通城乡公办

养老机构的工作机制，使城乡养
老机构真正能够履行照护失能
失智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职
能。 三是解决筹资和支付问题，
从最紧迫的近 250 万重度失能
失智老年人入手，投入 250 亿元
全面普及养老护理保险或护理
补贴制度；增加普惠型养老服务
供给，提高养老机构持续运营能
力。 四是动态掌握失能老年人底
数，促进供需精准对接。

第二，提升养老机构发展体
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一是
应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开展体系
化布局。 依托养老机构专业优
势， 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积极推动区域养老服务综合
体建设、打造嵌入式养老机构是
未来养老机构布局重点。 二是持
续推进机构专业化、标准化和连
锁化， 严格贯彻执行 26 项养老
机构国家和行业标准，加强养老
机构内部管理。 三是提高养老机
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强化
管理、技术和服务，实现机构的
长足进步和发展。

第三，鼓励支持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养老机构发展。 养老机构
肩负缓解贫富差距的公共服务
职能，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生命
伦理，需要公益力量介入，反思
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鼓励公益力
量助力养老机构发展，多方共建
养老服务联合体，促进居家社区
机构协调发展；积极支持养老人
才队伍培养和能力建设；推动论
坛等交流平台， 吸收国内外经
验，持续推动创新，从更大的层
面为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好的社会环境。

据介绍，今年 4 月，平安中
国建设协调小组部署开展了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最
高检与 11 个成员单位共同奋
战，历经半年时间，专项行动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现已转入常
态化阶段。

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张
志杰介绍， 最高检对社会影响
恶劣、具有典型意义的 10 起重
大养老诈骗案件挂牌督办，各
省级检察院也针对本地重点领
域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重庆等
地省级院检察长带头办案，起
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 各级检
察机关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推
动专项行动主动、扎实开展：一
是全面摸排养老诈骗案件线
索， 二是探索发挥数字检察作
用，三是会同公安、法院建立健
全养老诈骗办案机制， 四是针
对本地养老诈骗高发多发领域
设置“小专项”重点出击，五是
创新工作举措全力追赃挽损，
六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此外， 最高检把开展公益
诉讼作为专项行动中促进整治
规范的一项重要措施。 2022 年
6 月，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加强
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
协作 严厉打击电信网络犯罪
加强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通
知》，努力实现对养老诈骗犯罪
的全链条打击和一体化网络治
理。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检察机
关共立案办理涉养老诈骗公益
诉讼案件 332 件。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
邱景辉表示， 公益诉讼检察在
检察机关协同整治规范养老诈
骗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 检察机关通过
办案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制
度在系统治理、溯源治理、公益
损害修复方面的效能， 从源头
上防范诈骗风险， 以办案促进
行业自律、企业合规，促进各方
协同共治。 具体包括：一是对养
老保健市场存在虚假宣传、欺
诈销售等一些“骗老坑老”乱象

问题开展监督。 二是筑牢老年
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屏障。 三
是督促落实养老服务行业、产
业的社会责任。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张
晓津表示， 从检察办案情况来
看，养老诈骗犯罪手法主要有三
种类型：一是投资理财型。“区块
链”“元宇宙”等新科技概念、“一
带一路”“乡村振兴” 等国家政
策，“以房养老”“候鸟式养老”等
养老概念都成为养老诈骗的幌
子。 常见的养老产业投资、收藏
品投资、“以房养老”等都属于此
种类型。 二是健康养生型。 所谓
的“神医”“神药”不仅治不了病，
还诈骗养老钱，甚至耽误正规治
疗，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三
是精神娱乐型。有的利用独居老
年人的情感缺失设置感情骗局、
亲情骗局。有的则利用老年人热
衷的广场舞、旅游等休闲娱乐活
动设置骗局。

张晓津表示，老年人应从以
下四点防范涉老骗局：一是增强

自身反诈意识。 牢记“天上不会
掉馅饼”， 老年人要注意通过广
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了解识别
各种新骗术， 还要在领鸡蛋、领
大米、免费旅游等各种诱惑前保
持足够“定力”，不要贪图蝇头小
利、因小失大。 二是保护好个人
信息。利用老年人的金融、医疗、
家庭成员等各种个人信息实施
精准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老年
人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
息，非必要不轻易提供。 三是注
重家人之间的交流沟通。老年人
投资理财、寻医问药时要及时与
子女沟通，为人子女的更要关爱
家中老人，勤联系、多关注、善提
醒。 儿女关心多一点，老年人就
离诈骗远一点。四是保持对朋友
圈、 联络群中推销信息的警惕
性。老年人要注意辨识朋友圈内
的推销信息的可靠性，不要盲目
听信，发现诈骗疑点的要相互提
醒，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或举报，防患于未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

协同整治规范养老诈骗 公益诉讼发挥了积极作用

11 月 9 日， 最高
检召开主题为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检
察蓝守护夕阳红”的新闻
发布会。 最高检新闻发言
人李雪慧在发布会上表
示，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
家中要事 ， 也是社会大
事、国之大者。 然而，一些
犯罪分子假借 “养老服
务 ”“养老产品 ”“以房养
老”“养老保险”等名目实
施养老诈骗犯罪，给老年
人群体及社会稳定带来
很大危害。 对此，党中央
高度重视，今年 4 月部署
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 半年间，全国
四级检察机关快速响应、
依法“重拳出击”，兼顾落
实 “谁执法谁普法 ”主体
责任 ，在打击整治 、依法
规范、宣传教育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

5 月 24 日，泰康溢彩千家养老机构资助挂牌仪式在海南振东老年公寓举行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