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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存量资源
就近吃上暖心餐

打扫卫生、采购食材、发放
通知……春节假期刚过，宿州市
萧县杨楼镇新廷社区老年助餐
点里一派繁忙。

“这两天，年轻人陆续外出
务工，有不少老人来问我们什么
时候开业。 ”助餐点负责人刘汉
生边忙活边说，“原本打算过段
时间再营业， 现在老人家有需
求，我们干脆提前开业。 ”

得知这一消息，88 岁的社
区居民刘允祥马上给自己和老
伴儿订了餐。“儿女不在身边，
我们老两口年纪也大了， 以前
凑合一顿是一顿， 现在有了助
餐点，餐餐换着花样吃，方便又
实惠。 ”

去年以来，萧县依托村（社
区）养老服务站、基层养老服务
机构、乡镇（单位）食堂、闲置校
园等存量设施资源， 通过新建、
改扩建等方式建设了一批标准
化的老年食堂和老年助餐点，新
廷社区老年助餐点便是其一。

“助餐点运营 3 个多月以
来， 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平均每天有 40 多名老人来这里
用餐。 ”刘汉生介绍，今年助餐点
还将扩大规模，计划服务上百名

老年人。
“小饭碗”装着“大民生”。去

年 5 月，安徽省部署实施老年助
餐服务“暖民心”行动，鼓励各
地盘活存量资源， 开展老年助
餐服务。 蚌埠市利用养老服务
三级中心和养老机构原有设
施， 改造建设 223 个标准化的
老年食堂和老年助餐点； 淮北
市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嵌入式
养老机构改建、 扩建成老年食
堂， 打造 20 个示范点； 合肥市
90%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用房
由街道社区免费提供……

安徽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处长代祥华介绍，目前全省已建
成的 6347 个老年食堂和老年助
餐点中，依托养老服务设施和各
类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有 3782
个，占比近 60%。

创新服务模式
多方参与成合力

午餐时间， 走进芜湖市弋
江区丽城社区中华老字号餐饮
店“耿福兴”，老人们正在收银
台前排队登记， 一旁的工作人
员忙着将刚出锅的餐食摆上助
餐台， 有红烧鱼块、 西红柿鸡
蛋、清炒豆芽……

“自去年 7 月 18 日设立老年
助餐点以来，每天中午有上百名

老人前来就餐。 ”芜湖耿福兴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炜介
绍，顾客不仅有周边居民，还有
不少来自其他区县的老人。

家住芜湖市镜湖区的孙女
士隔三差五就要来弋江区做理
疗， 经常临近中午才结束。“以
前，我回社区助餐点吃饭，如果
回去得晚，饭菜放久了，口感就
没那么好。 ”孙女士说，自从“耿
福兴”设立老年助餐点，只要做
理疗，她都会来这里吃午饭。“老
字号的大厨做的饭菜味道好，也
干净卫生，我吃得很放心。 ”

在弋江区，四季春、龙田家
宴、庄稼人等本地餐饮企业也纷
纷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此
外，弋江区政府还与两家有配送
资质的中央厨房合作，将餐食统
一配送至各助餐点。 弋江区民政
局局长孙亚敏介绍，辖区内 60%
以上的老年配餐由中央厨房集
中配送。

为做深做实老年助餐服务，
在盘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安徽
省各地按照政府引导、 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的模式，支持各类
经营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形
成以自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
点） 为主体，“餐饮企业+助餐”
“中央厨房+送餐入户”等多元主
体参与的养老助餐服务格局。 当
前，全省依托各类餐饮企业设立

助餐点 1163 个，依托单位食堂、
中央厨房等其他形式设立助餐
点 210 个。

加强政策支持
互利共赢可持续

“陈阿姨，今天的饭菜还合
口味不？ ”在合肥市包河区义城
街道迎淮社区老年食堂，每到饭
点，负责人潘渊总要跟前来就餐
的老人唠唠嗑，征询建议。“菜品
丰富，口味清淡，软硬适中，好得
没话说。 ”87 岁的陈常时已是迎
淮社区老年食堂的常客。

“不能光说好，您多提建议，
我们才能进步。 ”潘渊接着问。沉
默片刻， 陈常时放下手中的筷
子，“我有点担心，食堂一顿饭只
收十来块钱，就算我们自己做也
不止这个价格。 你们还有房租、
设备、人工等成本，能长期做下
去吗？ ”

潘渊赶忙解释：“食堂的建
设、运营都有政府补贴，我们不
亏钱。 陈阿姨，您就安心在这里
吃。 ”陈常时点点头。

2022 年 5 月， 安徽省出台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
各地要通过“个人出一点、企业
让一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
点、志愿做一点”的多方支持方
式，让老年人愿意吃、吃得好，企

业愿运营、能运营，实现互利双
赢、可持续发展。

“我们食堂在建设过程中就
享受了省、市、区三级提供的一
次性建设补贴共 17 万元。 而且，
前三年房租全免，之后每年只需
交付少量租金，水、电、气等也都
按民用价格收取。 ”潘渊介绍，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还可
使用补贴在老年食堂、助餐点直
接消费就餐。

截至目前， 安徽省各级政
府财政共投入 48499 万元 ，用
于老年助餐服务的建设补贴、
运营补贴以及就餐补贴。“助餐
服务关键在‘助’，而不是政府
大包大揽。 ”安徽省民政厅副厅
长耿学梅介绍， 坚持多元参与
分担，池州市成立了“老年助餐
基金”，目前已筹得慈善捐赠资
金 218 万元； 宁国市建成全省
首个“慈善之家”，并设立“慈善
老年食堂”；马鞍山市则整合街
道、养老机构及志愿者资源，累
计为 1.26 万名行动不便的高
龄、 孤寡、 失能老人免费送餐
22.37 万份。

耿学梅表示，“下一步，将持
续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优化
设施布局， 织密助餐服务网络；
培育助餐市场，打造助餐服务品
牌，牢牢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
幸福’。 ” （据《人民日报》）

安徽：

织密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让老年人吃好暖心餐

完善政策宣传机制
政策衔接更“贴心”

积极开展社会救助政策
宣传活动，印发《社会救助政
策宣传单》10000 份、社会救助
政策宣传海报 200 份，向全社
会发放，利用乡镇、村（社区）
各类宣传阵地，通过电子显示
屏宣传、悬挂横幅标语 、制作
政策公开宣传栏、组织镇村干

部和网格员入户宣传等多形
式多渠道开展社会救助政策
宣传讲解，推动“人找政策”向
“政策找人”的便民化转变。

完善主动发现机制
救助服务更“暖心”

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机
制 ， 定期开展低收入人口数
据比对工作 ， 主动发现社会
救助对象。 全面开展流浪乞

讨、拾荒人员关爱行动，迅速
开展摸排，建立工作台账 ，对
符 合 条 件 人 员 做 到 发 现 一
例、救助一例。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规范透明更“放心”

主动公布社会救助咨询
电话，确保对困难群众有问必
答、有求必应。 对群众来信来
访、信访举报问题，逐一调查

核实。 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
村（社区）信息公示栏长期公
示在册救助对象姓名、保障人
数、救助金额，接受社会监督。

下一步，靖安县民政局将
继续发挥好社会救助“三项
机制”作用，持续优化创新社
会救助工作模式， 千方百计
兜 住 兜 牢 基 本 民 生 保 障 底
线，推动“兜底民生”向“品质
民生”转变。

（据人民网 ）

江西靖安：“三项机制”齐发力 社会救助暖人心

为进一步推动精准救
助、高效救助、阳光救

助， 江西省靖安县民政局整合
资源力量， 建立完善社会救助
政策宣传、主动发现、信息公开
“三项机制”， 扎实推进困难群
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全
年累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
4700 余万元，有力保障了巩固
拓展脱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每到中午 11点，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方兴社区老年食堂就热闹起来。老人

们三三两两走进食堂，排好队，拿上餐盘，点几
道喜欢的饭菜，然后围桌而坐，边吃边聊，其乐
融融。

开办方兴社区老年食堂是安徽省推动老
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的一个缩影。 如今，
在安徽，这样的老年食堂越来越多。近年来，安
徽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多措并举做好老年
助餐服务，逐步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
可及、 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切
实增强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