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社会服务兜底工程实施方案》印发

2020年养老床位达到每千名老人35~40张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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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部管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会议召开

1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对外公布了《“十三五”社会服务
兜底工程实施方案》。《实施方
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中国残联共同制定和组织实施。

《实施方案》 要求， 到 2020
年，全国养老机构、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和互助设
施、光荣院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等设施的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
年人 35~40 张， 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完善。

“十三五”期间，还将通过加
大投入， 重点支持一批儿童福
利、未成年人保护、精神卫生和
基本殡葬等社会福利服务设施
建设。

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形势严峻

《实施方案》指出，“十三五”
时期，我国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面
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主要表现
为：

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201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
经达到 2.2 亿， 占总人口比例达
16.1%， 未来一段时期老龄人口
将持续快速增长；残疾人总数约
为 8500 万人， 提供适合残疾人
特殊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任务
十分艰巨； 困境儿童无人抚养、
留守儿童缺乏关爱、精神卫生防
治工作困难、群众“治丧难”“治
丧贵”等社会热点问题也频频出
现，精细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
需求日益增长，对完善社会服务
体系提出迫切要求。

与此相比，社会服务能力和
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供给
总量不足，养老服务、未成年人
保护、精神卫生、儿童福利、基本
殡葬、残疾人康复和托养等薄弱
环节的设施缺乏。

二是资源配置不均衡，中西
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社会服务设
施条件较差，服务能力不足。

三是专业化程度低，服务设

施规范化、标准化进程慢、水平
低，专业人才短缺严重。

四是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社
会力量参与不足。

为此，《实施方案》提出要重
点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社会
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和残疾人服
务体系建设。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
是，到 2020 年，全国养老机构、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
院）和互助设施、光荣院和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的床位数
达到每千名老年人 35~40 张，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健全完善。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护理
型床位比例达到 30%以上。 大部
分的城市社区建立符合标准的
日间照料机构等养老服务设施。
大部分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
施（敬老院）条件得到改善，功能
更加健全，服务更加专业。 大多
数条件适宜的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设施（敬老院），整合为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任务方面：一是支持主
要面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老
年养护院建设，提升康复护理服
务能力和水平。 二是支持医养结
合的养老设施建设（综合性养老
设施，具备医疗功能，但不包括
单独医疗或以医疗为主的卫生
设施）， 推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卫
生资源融合发展。 三是支持荣誉
军人休养院、光荣院、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设，强
化公办养老机构兜底功能，保障
基本养老服务。 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设施（敬老院）重点支持整合
为县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
项目。 四是支持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建设，提升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能力。 五是支持养老设施
配置基本康复辅助器具（设备

包），提升养老设施的
硬件条件和服务质
量。

对于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建设项目 ，
2016 年中央投资予
以适当补助，2017—
2020 年由各地自行
筹措资金解决。

社会福利服务
体系建设目标

《实施方案》提
出，“十三五”期间，在
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
力下，通过加大投入，
重点支持一批儿童福
利、未成年人保护、精
神卫生和基本殡葬等
社会福利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形
成功能完备、布局合理、服务便
捷、保障有力的社会福利服务体
系。

建设任务包括：一是在人口
50 万以上或孤儿 200 个以上的
县（市、区）建设儿童福利设施，
推动形成功能完备、服务规范的
儿童福利服务设施网络；二是在
条件适宜的县（市、区）依托现有
社会福利设施资源建设县级未
成年人保护设施， 为困境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等提供临时监护
照料和家庭服务；三是在精神卫
生服务能力不足且尚无精神卫
生福利设施的地市建设 1 所精
神卫生福利设施，为精神障碍患
者提供集中养护服务；四是在火
葬区尚无设施的县（市、区）新建
殡仪馆或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
对已达危房标准、 设施设备陈旧
的县（市、区）殡仪馆实施改扩建，
对已达到强制报废年限或不符合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县（市、区）
火化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残疾人服务体系方面的建

设目标是， 到 2020 年通过重点
建设一批残疾人康复、托养及综
合服务设施， 显著提升服务水
平，增强兜底保障能力，逐步形
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方便可
及的残疾人服务体系。

推动县级残疾人康复 、托
养和综合服务设施三者有其
一， 实现县级残疾人服务设施
基本覆盖。每个省（区、市）都建
有一所专业化的残疾人康复设
施， 地市都建有一所专业化的
残疾人康复设施或残疾人托养
设施。

建设任务主要包括： 一是
支持省、市、县级残疾人康复设
施新建或改扩建， 形成专业化
的康复服务网络；二是支持市、
县级残疾人托养设施新建或改
扩建， 搭建专业化的托养服务
平台； 三是尚未建设残疾人综
合服务设施的县（市、区），可随
康复和托养设施配建残疾人综
合服务设施。

大力吸收社会资本进入

建设投资方面，《实施方案》
提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筹措解

决，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
财政投入、 各级彩票公益金、社
会投资等。 实施方案建设任务滚
动实施，逐年安排，并可根据中
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情况和项目
执行情况展期实施。

各地要发挥主体责任，加大
投入力度，大力吸收社会资本进
入， 鼓励通过公建民营、PPP、委
托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
养老、残疾人等设施建设，增加
服务供给。 留归地方的彩票公益
金要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大力支
持社会服务设施建设和开展相
关服务。

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西部、中
部、东部地区项目按床均建设投
资或平均总投资的 80%、60%、
30%予以补助（设备包等定额补
助项目除外）， 对于新疆南疆地
区、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享受
中西部待遇等政策地区的项目
按有关规定执行。

原则上，对低于床均建设投
资或平均总投资的项目，按照实
际投资给予上述相应比例的补
助；对高于床均建设投资或平均
总投资的项目，超出部分投资由
各地自行配套解决。

2017 年 1 月 18 日，2017 年
部管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会议在
京召开。 民政部主管的社会组织

的党组织书记、党员代表以及部
分部管社会组织业务联系司局
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民政部党组

成员、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民
间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詹成付出
席会议并讲话。

詹成付指出， 社会组织要
按照民政部党组书记、 部长黄
树贤的要求， 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社会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抓紧
抓实。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社会组织工作的各项
决策部署， 全力推进社会组织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
覆盖”。

詹成付强调，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的最
本质特征。 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工作实践当中，贯彻到社会组织
自身建设当中。 社会组织的党员

要时刻牢记党员是自己的第一
身份, 为党工作是自己的第一职
责，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

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党委书
记刘忠祥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 认真抓好中
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工
作， 全面推进部管社会组织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3 个
方面回顾了 2016 年部管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并对 2017 年的
工作进行部署。 民间组织服务
中心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胡
振全传达了十八届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精神， 要求部管社会组

织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不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

会上，中华慈善总会等 6 家
部管社会组织的党组织书记进
行现场述职。 他们围绕社会组织
自身发展、紧扣职责任务，就如
何找准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
的着力点，进行了详细介绍。

在分组讨论时，参会党员一
致表示，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
策部署在社会组织不折不扣落
实到位。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