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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在各地民政部门推
动下，各省市纷纷采取一系列养
老服务建设措施，努力满足老年
人对“老有所养”和“居家养老”
的高质量需求，切实提高老年人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围绕“老有所养”命题，全国
各地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增量明
显，老年人“家门口”就近养老正
加速成为现实。

近五年来，北京市累计建成
运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1424
家，发展养老助餐点 1168 个；上
海市新增养老床位 2.65 万张、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321 家、助
餐场所 926 个，社区嵌入式养老
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天津市新增
养老机构床位 2 万张，老年日间
照料服务中心（站）达 1357 个，

“老人家食堂”达 1701 家。
2022 年，吉林省大力实施幸

福养老工程， 建设 55 个综合嵌
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78
个社区老年食堂试点， 为 5600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
老化改造；云南省统筹社区居家
和机构养老互补发展、城乡养老
服务均衡发展，全省县级失能特
困供养服务机构实现全覆盖，护
理型养老床位达 4.8 万张， 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 79%。

“在民政部门推动下，各地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迅速，通
过新建小区配建、老旧小区统筹
建设和闲置资源盘活改建，各地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成面积大
幅增加， 养老服务基础更加坚
实。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说。

“母亲年龄大了，一个人在家
我们不放心，生怕她碰到、摔倒。
自从申请了家庭养老床位后，很
多问题都解决了。 ”山东省威海市
的陶女士对母亲享受的家庭养老
床位服务感到安心。 过去在养老
机构才能享受到的精细照料，如
今能够“搬”进家里，让居家老人
享受到近在咫尺的便利。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各地通过专业养老机构承
接失能半失能老人托养功能，

“以大带小” 运营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场所，
由街道辐射带动社区，延伸到居
家上门服务，形成有序衔接的养
老服务链条，让“15 分钟养老服
务圈”看得见、摸得着。

针对“一老一小”的突出民
生短板，2022 年， 江苏省政府专
门成立“一老一小”工作协调小
组， 并完成了年度新增 20 家医
院老年医学科、 新增 30 家标准
化护理院、培训养老护理员 5 万
人次等养老民生实事，更好满足
了群众对养老服务品质的需求。

福建省 2022 年新建农村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86 个、 长者
食堂 488 个，全省实施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1.2 万户，新
增五星级养老服务设施 114 所，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
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还需充分
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
热情。 为此，各地近年来积极探
索智慧养老、 医养康养融合、
公建民营等运营服务模式，助
推区域联合、要素联合、资本
联合。

山东省不断加强示范引
导，2022 年共选树县域养老服
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市、区）25
个、 养老服务标准化示范点
50 个、 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

示范机构 40 家，同时，加大养老
品牌培育力度，涌现出“山东健
康”“金龄健康”等养老品牌。

2022 年， 山西省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开展营商环境创
新提升行动，大力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 营商环境四项重要
指标跻身全国标杆， 全省 30 个
养老幸福工程项目全部完工。

“养老服务的小切口，承载
了民生福祉的巨大变化。一份份
民生承诺、一项项民心工程、一
张张温暖答卷的背后， 是各地
民政部门始终坚持和完善为民
办实事长效机制的努力。 亿万
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正不断增强。 ”民政部相关负
责人说。 （据《光明日报》）

服务暖心 群众安心
看各地如何交出养老服务温暖答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与乡
村振兴部门的职能作用和协作
优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
村振兴局日前下发《关于开展

“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专项活动的通知》（下称《通
知》）， 决定从今年 2 月到 2025
年年底联合开展“司法救助助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专项活动，
进一步加大检察办案过程中对
农村地区困难当事人的救助帮
扶力度， 防止因案返贫致贫，助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好服务
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通知》要求，对进入检察
办案环节、 有因案返贫致贫风
险的六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

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和帮扶工作
力度： 一是纳入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
二是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三
是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 四是
生活困难的妇女； 五是生活困
难的残疾人； 六是生活困难的
涉法涉诉信访人。

据了解， 此次专项活动以
有效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稳步扩大司法救助案件规
模、 优化提升司法救助效果为
主要目标， 既充分发挥司法救
助救急解困、修复社会关系、化
解矛盾纠纷的作用， 又立足被
救助人实际生活困难， 强化政
策支持，开展精准帮扶，增强被

救助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通知》要求，检察机关继续
保持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稳定增
长态势， 完善本院司法救助线
索发现和移送工作机制； 乡村
振兴部门建立司法救助线索摸
排审查机制， 积极向同级检察
机关移送司法救助线索。

《通知》强调，相关部门要扎
实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专项活动，
健全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平台，消灭司法救助
空白点，全面落实司法救助和针
对性帮扶措施，建立健全司法救
助和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充分发
挥各方优势，以多元救助帮扶共
同筑牢社会底线安全网。

（据《检察日报》）

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
“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

2 月 25 日，乡村建设高校联
盟乡村人居环境专项委员会在
天津大学举行成立大会。 农业农
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国家
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以及乡
村人居环境专项委员会 11 家联
合发起单位、67 家首批入会单位
有关专家参会，成立大会还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了直播。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
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
组书记、局长刘焕鑫指出，乡村
建设高校联盟依托天津大学组
建乡村人居环境专项委员会，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
部署的务实行动，是推进乡村建
设行动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
乡村建设高校联盟高度的政治
意识和深厚的“三农”情怀。

天津市副市长谢元提出，希
望乡村人居环境专项委员会持
续加强校地合作，探索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新模式，肩负起“把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的使命担
当。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也
表示， 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

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
力的重要结合点，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服务支撑是必须履行的职责。

刘焕鑫强调，乡村建设高校
联盟、乡村人居环境专项委员会
要加强战略研究，发挥好决策参
谋作用，打造乡村建设领域的高
端智库；要立足地方需求，发挥
好咨询服务作用，为地方乡村建
设提供规划、设计、建设、管护全
过程咨询服务； 要强化联合攻
关，发挥好技术支撑作用，研发
更多适合农村实际、农民乐见乐
用的技术产品； 要注重交流合
作，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社会力量投入乡
村建设。

据了解，国家乡村振兴局将会
同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推进“百校联
百县兴千村”行动，实施“专家助力
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建设百村定
点观察”，引导高校人才下沉乡村，
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培养乡土
人才建设乡村，为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汇聚人才力量。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

乡村建设高校联盟乡村人居
环境专委会在天津大学成立

”

养老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期盼、 提高幸福
指数的重要民生事项， 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
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
规划》明确指出，“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
度，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在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