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03新闻
２０20.4.2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民政部：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渡过难关 ■ 本报记者 王勇

� � “对养老服务业来讲 ，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对民办养老服务
机构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

4 月 24 日，民政部举行第二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
者提问时，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
司长李邦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为了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渡
过难关，民政部一方面推动相关
部门在出台支持企业的税收、融
资、就业等政策措施中把民办养
老服务机构纳入其中，同时指导
各地结合实际出台扶持政策。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受影响较大

据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
厅副主任贾维周介绍， 第一季
度，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民政部印发养老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指南、分区分级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与恢复服务秩序、加强养
老机构安全管理、加强特殊困难
老年人关爱服务等文件，召开全
国视频会议部署，分区分片督促
各地贯彻落实防控要求。 针对湖
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养老服务机
构疫情防控中的突出困难，多方
协调解决、组织多支养老服务队
伍紧急支援。

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放
管服”改革，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修订《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意
见建议。 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印发
的《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全国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部署
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先行先
试工作。 起草加强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意见，促进社区养老服
务质量发展。 开展第五批全国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近 20
万个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760
多万张养老服务床位，养老服务
质量得到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对养老服务业来
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民办养
老服务机构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李邦华表示，对民办养老服务机
构来说，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下，一方面收入减少，以日间
照料和上门服务为主的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 在疫情期间基本处于
关停的状态，停止服务。民办养老
机构因为实行全封闭管理， 停止
接收新入住老人， 春节期间又有
许多老人回家过节，不能返院，也
造成这些民办养老机构因为没有
新的服务对象， 收入减少。 据抽
样调查，这些养老机构与同期相
比收入减少 20%左右。

另一方面是运营支出增加，
疫情刚好在春节期间， 人工薪
酬， 包括疫情期间的特殊补贴，
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购置方面
的开支增幅比较快，就抽样调查
来看，平均支出增加 20%至 30%。
一减一增，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

为了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渡
过难关，民政部一方面推动相关

部门在出台支持企业的税收、融
资、就业等政策措施中把民办养
老服务机构纳入其中，同时指导
各地结合实际出台扶持政策。

据李邦华介绍，目前许多地
方已经出台了实施办法和细则，
主要集中在提高运营补贴标准，
比如提前发放半年的运营补贴
资金，降低房租成本、优化授信
条件、开展费用减免、提供物资
保障等方面，帮助养老机构渡过
疫情难关。 随着养老机构服务逐
步恢复，养老机构可以接收新入
住老年人和返院老年人之后，压
力会逐步缓解。

民政部将继续跟踪疫情变
化，分析养老服务业在疫情中暴
露的短板，及时完善相关扶持措
施和政策， 稳住养老服务业，也
稳住对老人的服务保障。

积极恢复养老服务秩序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不
断向好，民政部也在积极恢复养
老服务秩序。

养老服务秩序的恢复目前
主要体现在养老机构解除封闭
式管理，开始接收返院老年人和
新入住老年人、 可以招聘新员
工、家属可以进入机构探视等方
面。 民政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的决策部署和疫情防控变化，一
直在适时的调整和推进养老服
务秩序的恢复。

3 月初， 重点推进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分区分级精准做好养老服
务机构疫情防控与恢复服务秩序
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
地方联防联控要求， 从统一的封
闭管理向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转
变， 其中要求对无确诊病例县、
低、中、高风险地区要采取不同的
防控策略， 对无确诊病例的县不
再要求接收本区域符合相关条件
下的老年人或者员工时， 再开展
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同时，社区
的养老服务机构也可以在安全防
控到位的基础上开展一些非聚集
性的社区和居家服务。

4 月初， 以推进全面复工复
产为重点，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及时调整完善疫情防控策
略 有序恢复养老机构服务秩序

的指导意见》，要求以省为单位，
各地明确调整养老机构出入管
理措施。 低风险地区的养老机
构， 接收本地区的老年人或者招
募员工时，可以不再开展 14 天的
医学隔离观察， 在接收老年人入
住的时候采取先预约、 后入住形
式。 对家属需要到养老机构进行
探视的， 符合限定时间、 限定人
数、 限定路线、 限定区域等要求
的，可以有序稳妥开展探视服务。

结合 4 月份疫情的变化，民
政部对各地的养老机构在恢复
秩序工作中提出要注重无症状
感染情况的防控，增加了核酸检
测和及时隔离的一些要求。 截至
目前的统计， 全国 20 余个省份
已经出台了细化服务秩序恢复
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其他省份也
正在研究和细化相关措施要求，
湖北武汉市也在审慎的推进前
期春节期间回家的老人、外出治
疗康复痊愈后老人的返院工作，
同时他们也在招募新的工作人
员进入养老机构。

据李邦华介绍，今年，民政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开展全
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
动，把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恢复
养老服务秩序和安全生产工作
作为重点任务，常态化推进养老
机构疫情防控。

关怀孤寡留守老年人

因疫情在家的留守、 空巢、
独居等老年人数量大，居住地分
散，防疫能力薄弱，是在疫情防
控期间需要重点关注关爱的特
殊群体。

据李邦华介绍， 民政部在 3
月初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
间加强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服
务的通知》， 提出全面开展摸底
排查、 及时做好关爱服务工作、
支持养老机构优先保障特殊失
能老年人入住需求、落实工作责
任强化监督指导等具体工作要
求，全面加强对特殊困难老年人
的走访探视和关爱服务工作。

各地在联防联控机制的统
筹下， 也充分发挥各类基层组

织、社会工作力量，包括志愿者、
志愿服务机构等作用，整合专业
力量，重点对这些居家生活有困
难、缺乏照料的孤寡和留守空巢
的老人进行特殊关爱。 每个社区
都有一个名单， 都有一支队伍，
来帮扶这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

同时民政部在养老机构恢
复秩序、恢复服务，包括在疫情
全封闭期间，也强调对这些特殊
困难老年人、失能老年人提供入
住养老机构的服务补贴支持，随
着复工复产和养老服务恢复秩
序进程的逐步加快，为老年人提
供上门服务和机构照料服务也
不断在增加，缓解这些老人在家
居住的一些风险。

“我们需要提醒的是，社区
帮扶代替不了亲情关爱，我们希
望家属和家庭的其他成员在疫
情期间对不在身边的独居老年
人要加强关心和问候，有空的时
候打个电话，尽量加强关心和问
候，在遇到自己或者老人不能处
置的特殊情况时，要及时的跟社
区取得联系寻求帮助，避免出现
意外情况。 ”李邦华强调。

下一步，民政部还会继续督
促指导各地根据疫情和老年人
情况，完善对这些特殊困难老年
人的关爱措施，同时民政部下一
步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做法，包
括我们在疫情期间推进全国农
村留守老年人的关爱服务和我
们在很多城市开展的定期寻访
探视工作，我们将进一步总结这
些经验做法， 研究建立针对空
巢、独居、留守、孤寡等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定期探访巡视制度，希
望这个制度将来能够成为保障
或者支持这些特殊困难老年人
居家安全的一项基本养老服务
制度， 这项制度已经列入日程，
正在快速推进。

为贯彻 4 月 21 日民政部牵
头召开的第八次罗霄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脱贫攻坚部际联系会
议精神，落实李纪恒部长的安排
部署，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
定点扶贫工作，4 月 24 日，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召开部管社
会组织定点脱贫攻坚动员对接
视频会议。 江西省莲花、遂川两
县县委、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
绍了各自脱贫攻坚情况和扶贫
需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 6
家部管社会组织介绍了去年参
与定点脱贫攻坚经验做法和今
年的具体帮扶措施。民政部规划
财务司李保俊司长就做好定点
扶贫工作尤其是推进产业扶贫
提出明确要求。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柳拯局长作动员讲话，对
部管社会组织做好下一步定点
扶贫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吕晓莉副局长
主持会议。

会议总结了去年部管社会
组织参与定点脱贫攻坚的简要
情况，并强调指出：凝心聚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 是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重要前提， 是摆在
全党全国全社会面前的首要政
治任务。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 各部管社会组织要积极响
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号召和系
列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政治和全
局高度， 尽职尽责落实好党中
央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大决策部
署，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民政部党组安排，按照李
纪恒部长 4 月 21 日在第八次
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
坚部际联系会议上的讲话要
求，担当作为、共克时艰，走在

前、做表率。 二要进一步明确帮
扶任务。 各部管社会组织要根
据两县扶贫需求， 在前期研究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供需对接，
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优势，
重点突出产业扶贫， 坚持聚焦
兜底保障，加强民生基础建设，
尽快找准实施帮扶的切入点和
发力点。 三要进一步抓好工作
落实。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 参与定点扶贫各方要积极
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方式，加强
管理服务，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定点脱贫攻坚工作， 不断推
动扶贫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以赴
支持莲花、遂川两县夺取脱贫攻
坚战的全面胜利。

莲花县、遂川县有关部门同
志，41 家部管社会组织负责人
共 6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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