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２０20．9.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10 News

各地加快构建养老服务评估体系
让需求与服务精准匹配
� � 老年人在享受照护服务

前，需要进行一项特殊
的“考试”。 “刚才让您记住的三
样东西是什么 ?”“您以前家住哪
儿啊?”……“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通过沟通观察等方式，对老年人
的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状态等进
行综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科
学确定老年人服务需求类型、照
料护理等级， 以及明确护理、养
老服务等补贴领取资格等。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
计局向社会发布了一批包括老
年人能力评估师在内的新职业，
备受社会关注。 随着人口老龄化
的加剧，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日趋多元化， 如何让 2.5 亿老年
人健康幸福地安度晚年？ 开展老
年人能力评估成为养老服务工
作中的紧迫任务。

科学评估
夯实精细化养老服务基础

老年人能力评估，既为老年
人、家属和养老机构精准选择养
老服务提供了一把“尺子”，也为
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提供了
基本指引，有助于保障老年人合
法权益、更好地享受社会服务和
社会优待。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
新职业的介绍， 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是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
活动能力、认知能力、精神状态等
健康状况测量与评估的人员。 其
主要工作包括采集、 记录老年人
的基本信息和健康状况； 评估老
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测量与
评估老年人认知能力、精神状态、
感知觉与沟通能力、 社会参与能
力；依据测量与评估结果，确定老
年人能力等级； 出具老年人能力
综合评估报告； 为老年人能力恢
复提出建议等。

对于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内容，
民政部于 2013年 8月发布的《老
年人能力评估》 行业标准（MZ/
T039—2013）明确规定，评估指标
包括日常生活活动、 精神状态、感
知觉与沟通、 社会参与等方面，每
个方面又有多项细分指标。

比如，在日常生活活动方面
的评估中，就包含了是否“可独
立进食”、能否“独立完成洗澡过
程”等；精神状态方面的评估，包
含“画钟测验”，让老人画一个圆
形时钟， 并标注 10 点 45 分等。
评估师依据测量和评估结果，确
定老年人能力等级。

各地积极采用该行业标准，
或根据该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综合制定评估办法和实施细
则。 如河北省发布《老年人生活
能力评估规范》、辽宁省发布《老
年人健康评估规范》等。

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标准规范体系的不断完善，
只有每一项养老服务评估标准
和规范都落到具体实践中，老年
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真切
而实在。

统筹推进
加速规范化评估体系建设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
小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务院有关
部门制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养
老服务质量和养老服务职业等
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分类管
理和养老服务评估制度。 ”

养老服务评估结果，是保证
各项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和优待
措施落实的主要依据，是推进养
老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基础资料。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评估制度
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近年来，民
政部联合有关部门以保障老年人
养老服务需求为核心， 采取有力
政策措施， 加快建立健全养老服
务评估制度，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2013年 7月，民政部印发《关
于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
意见》， 从探索建立评估组织模
式、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评估
流程、 评估结果综合利用机制和
建立养老评估监督机制等方面作
出规定。 为使老年人能力评估工
作有规可循，2013年 8月，民政部
发布《老年人能力评估》 行业标
准， 该标准规定老年人能力评估
的对象、指标、实施及结果，为老
年人能力评估提供统一、 规范和

可操作的评估工具。
2014 年 8 月，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全国老龄
办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 将老年
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的
组织实施、养老服务评价等作为
重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目前，我国有 4000 多万失能
老年人，要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基
本养老服务需求，失能老年人长
期照护服务是重中之重。

2014 年 9 月，财政部、民政
部、全国老龄办联合印发《关于
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
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要
求建立统一规范的养老服务评
估制度， 认真制定评估方案，合
理设计评估流程，委托第三方独
立机构开展服务评估。 当前，高
龄津贴制度和经济困难老年人
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制度基本实现了省级全覆盖。

面对五花八门的养老机构，
如何高效精准地达成供需对接
是一道难题。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
门出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
规范》《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
定》等国家标准，推动建立全国
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与评
价体系。

2019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
意见》， 提出完善全国统一的老
年人能力评估标准，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统一开展老年人
能力综合评估，考虑失能、失智、

残疾等状况，评估结果作为领取
老年人补贴、接受基本养老服务
的依据。

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夯
实了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基础，
为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实现老有所养目标发挥了积极
作用。

精准对接
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养老服务关联千家万户，事
关亿万人民福祉。 无论是居家、
社区还是机构养老，无论是老年
人福利补贴发放还是特困老年
人救助供养，都需立足于老年人
能力评估工作。

针对老年群体的个性差异和
需求服务的多样化， 各地加快推
进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深入开
展，因地制宜创新政策，在细化完
善评估指标体系、 精准对接老年
人服务需求、 培育专业评估队伍
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北
京市民政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北京市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实
施办法（试行）》。评估主要内容充
分借鉴了现有残疾等级评定、伤
残军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等级鉴
定、工伤人员残情鉴定、医疗伤残
等级评定、 人身损害保险理赔等
级评定等 5大评定标准。

上海市印发了《上海市老年
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及服务管理办
法》和《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

评估标准（试行）》，对具有照护需
求且符合规定条件的老年人，按
照全市统一的评估标准， 依申请
对其失能程度、疾病状况、照护情
况等进行评估，确定等级。

山东省民政厅制定出台《关
于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
实施意见》， 科学确定享受政府
养老服务补贴资格和入住养老
机构老年人能力等级等情况。

湖北省民政厅印发的《湖北
省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管理
暂行办法》提出，入住公办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需先提交申请，并
接受资格审核及自理能力评估。

云南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实施
《云南省养老机构照护标准（试
行）》， 制定了老年人能力评估、
分级照护和照护质量评价标准。

目前，北京、上海、河南等多
省份明确了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具
体流程， 并制定了统一的老年人
能力评估标准。 各地规范老年人
能力评估的实招硬招不断落地。

新职业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的发布，对于吸引更多养老服务
人才就业、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
力、增强对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
感、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

在为政策措施叫好的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老年人能力评估
队伍还面临着行业标准不够完
善、专业人才短缺等困境。

满足亿万老年人多样化、多
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既要破解

“堵点”“痛点”，更要形成长效机
制。 如推动出台老年人能力评估
国家标准， 进一步明确评估对
象、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组
织、评估程序，规范评估工作；加
快新职业的职业标准开发，规范
从业人员的行为，全面提升从业
人员素质和技能等，推动老年人
能力评估工作向专业化、 职业
化、规范化方向迈进。

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
后来人才有可期的未来。 我国推
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从未停歇，“夕阳无限好”的图景
正在全国各地徐徐展开。

（据《中国民政》）

9 月 3 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携手李佳
琦发起设立 1000 万元的“李佳琦爱心
基金”。 此笔善款将主要用于全国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援建 20 所希望小学，
帮助贫困地区青少年改善学习成长环
境，助力决战脱贫攻坚。

据介绍，“李佳琦爱心基金” 重点
围绕教育发展与健康守护两大核心领
域， 以改善农村地区学校硬件基础设
施为起点， 未来将持续关注希望小学
学生素质教育、身心健康等问题。

发起人李佳琦表示， 设立爱心基
金的初心是希望通过参与教育扶贫尽

绵薄之力， 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改
善学习环境， 同时关注他们成长过程
中的现实需求， 携手中国青基会为孩
子们提供学业、生活方面的支持，让他
们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一直以来， 中国青基会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整合社会
资源在贫困地区援建希望小学， 改善
当地学校基础设施条件。 随着学校师
生受助需求的变化， 希望小学的资助
围绕提升育人质量， 在学校建设方面
聚焦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教育
的软硬件一体化， 在学生资助方面实
现服务、锻炼、引导一体化，更加注重

实用价值、注重实践体验、注重开阔眼
界。本次与李佳琦合作成立爱心基金，
就是以助学为起点， 同时循着孩子们
成长发展的需要， 通过向孩子们持续

“输送”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温暖，最终
实现育人的目标。

据了解，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中国青基
会除了携手公益合作伙伴李佳琦对全
国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进行重点资助
外，还将在青少年预防近视眼、加强安
全教育、 提升科学素养等方面积极开
展合作， 不断为农村地区青少年提供
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隋福毅）

“李佳琦爱心基金”成立 捐赠 1000 万元援建 20 所希望小学

8 月 20 日，在天津市南开区养老中心内的康养基地里，医护人
员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新华社记者 刘惟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