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机构被重新界定

《办法》规定，养老机构是指
依法办理登记，为老年人提供全
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床
位数在 10 张以上的机构。 养老
机构包括营利性养老机构和非
营利性养老机构。

肖登峰表示，这一界定与之
前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

一是删除了“依照《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办法》设立”的表述。

二是完善了与养老机构服
务有关的表述，将“集中居住”修
改为“全日集中住宿”、将“照料
服务”修改为“照料护理服务”。
“全日集中住宿”的表述，区分了
养老机构与日间照料机构、老年
人住宅等; 强调养老机构的护理
服务，主要是为进一步强化养老
机构主要面向失能老年人服务
的发展方向。

三是概念中增加 10 张以上
床位数的规定。 这主要考虑到：
第一，规章对养老机构的服务和
运营提出了诸多制度性要求，床
位数量过低的主体很难达到要
求。 第二，原《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办法》对养老机构床位数的要求
也是“10 张以上”，延续相关内容
便于有关优惠扶持政策的有序
衔接， 更好地保持政策连续性。
第三，对床位数量在 9 张及以下
的主体并不会出现监管真空，下
一步可作为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和设施进行管理。

从许可制到备案制

养老机构不再需要依照《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设立，这
一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据俞建良介绍， 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领
域“放管服”改革的一系列部署，
2018 年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取消了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同时建立了备
案制度，体现了放权和监管并进
的原则。

《办法》对《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落实。 修
订后的《办法》设专章共 6 条对
备案办理予以规定，并与《办法》

的其他部分作了衔接。
俞建良在对此进行解读时

着重强调了两点：
第一，这里的备案不是审批

式或变相审批式备案，而是告知
和承诺式备案。 通过备案这个形
式，举办者向主管部门告知举办
养老机构，并承诺具备养老机构
服务能力和信用保障，主管部门
将其基本信息和承诺情况向社
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跟
进行政监管。

《办法》在修订过程中有一
条很重的指导思想就是增加办
理备案的便利程度，减轻举办者
负担。 随着电子政务的建设，通
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备案材
料将越来越简化，程序将越来越
简便，简单说就是要让举办者少
跑腿。 但是在提供便利的同时，
养老机构对基本安全和服务质
量的承诺不能少，这是办理备案
中举办者应当承担的义务。

第二，要说明的是怎么开展
备案。 此次《办法》的修订，对备
案的具体操作规程作出了进一
步的细化和规范。 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的内容：

一是细化了养老机构设立
登记的内容。 备案的前提是养老
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办法》明确
了什么样类型的养老机构到哪
个部门去进行登记，比如说办理
营利性养老机构，要到市场监管
部门进行登记; 办理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要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部门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
进行登记。

二是明确了养老机构备案
时间和备案机关。

三是规定了养老机构备案
材料、备案流程，以及备案事项
变更的有关内容。 对上述内容
《办法》进行了清单式描述。

最后，也对备案信息的公开
和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提出了要
求，通过这些举措减少举办者的
负担，实现少跑腿的目的。

备案制之后如何监管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是
养老服务领域简政放权的重要
成果，但是取消设立许可并不是
不管了，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到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可以说监
管的要求更多了、监管的难度更
大了。

据俞建良介绍，民政部门是
养老服务行业主管部门，新修订
的《办法》对加强民政部门事中
事后监管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明
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强化监管手段。《办
法》明确民政部门要依法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可以根据需要以及
养老机构违法违规的情形，采取
约谈了解情况、 进入现场检查、
查阅复制有关资料、责令限期改
正、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

第二， 保持监管强度。《办
法》要求民政部门对备案机构自
备案之日，未备案机构自发现其
收住老年人之日起在 20 个工作
日内进行现场检查。 每年对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和质量的现场检
查不少于一次。 日常通过“双随
机、一公开”方式实施监督检查，
同时把检查的结果及时向社会
公开，通过上述的方式保持监管
的强度。

第三，创新监管方式。 一是
协同监管，民政部门作为行业管
理部门， 负有牵头协调职能，发
现养老机构存在应当由其他部
门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

时通报、 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
配合做好相关查处工作，形成监
管合力。 二是信用监管，通过建
立信用记录制度， 并与抽查频
次、处罚力度相挂钩，强化信用
监管。 三是科技监管，要充分利
用信息等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提高监
管能力和水平。 四是社会监管，
要通过听取老年人或其代理人
意见，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等方
式，发挥社会监督促进作用。

安全保障必须抓好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安全大
如天。

抓好养老机构安全保障，是
《办法》修订的重点，据李邦华介
绍，主要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

一是养老机构的设施设备
安全。 养老机构在建筑、消防、食
品安全、医疗卫生、特种设备等
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要求。《办法》把这些相关领域
的要求纳入其中，做了进一步的
重申和明确。

二是服务运营安全。《办法》
对养老机构入院评估、签订服务
协议、服务标准、人员资质、应对
处置突发事件等方面完善了要
求，加强了养老机构服务行为的
规范化管理。 由于老年人身体特
点，容易在服务过程中与养老服
务机构发生意外。《办法》明确要
求养老机构应当通过实行 24 小
时值班，在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
控设施， 鼓励投保责任险等方
式，降低运营风险。

三是监管上突出了对安全
事项的监管。 民政部门发现养老
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
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将要求其
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在《办法》的法律
责任中增加了对相关安全事项
的处罚内容。

此外，去年底发布的《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
国家标准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实施，届时《办法》也将与这个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进行衔接，
未按照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提

供服务的，民政部门将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要求提高应急和处置突发
事件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
作中，养老机构领域取得了决定
性的成果，但也暴露出在公共卫
生应急能力和其他突发事件应
对处置方面的不足。《办法》及时
总结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
训，作出了相应规定。

据李邦华介绍，一是建立完
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办
法》结合实际，要求养老机构依
法制定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场所内
配备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应急救
援设备、设施，定期开展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 突发事件发生后，
养老机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采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处
置措施，同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
管理职责分工向有关部门和民
政部门报告。

二是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老年人是新
冠疫情的易感人群，养老机构又
是人群聚集场所，根据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实践和传染病防治法
要求，《办法》对养老机构传染病
防控提出了明确要求。《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养老机构发现老年
人为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
病病人的，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
报告，配合实施卫生处理、隔离
等预防控制措施。 养老机构不接
收有传染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有
传染病疾病应该是治愈之后健
康的状态，才能入住养老机构。

《办法》主要解决的是在养
老机构内发生传染疾病时怎么
办，以及与《传染病防治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衔接的问题。 后期为
了落实《办法》关于应急处置突
发事件的要求，民政部门还将推
动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加
强全国养老机构应急救援机制，
让《办法》规定落实到位，落实到
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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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细化和规范。 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的内容：

一是细化了养老机构设立
登记的内容。 备案的前提是养老
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办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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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确民政部门要依法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可以根据需要以及
养老机构违法违规的情形，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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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

第二， 保持监管强度。《办
法》要求民政部门对备案机构自
备案之日，未备案机构自发现其
收住老年人之日起在 20 个工作
日内进行现场检查。 每年对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和质量的现场检
查不少于一次。 日常通过“双随
机、一公开”方式实施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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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 负有牵头协调职能，发
现养老机构存在应当由其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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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发生意外。《办法》明确要
求养老机构应当通过实行 24 小
时值班，在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
控设施， 鼓励投保责任险等方
式，降低运营风险。

三是监管上突出了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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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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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去年底发布的《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
国家标准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实施，届时《办法》也将与这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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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的，民政部门将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要求提高应急和处置突发
事件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
作中，养老机构领域取得了决定
性的成果，但也暴露出在公共卫
生应急能力和其他突发事件应
对处置方面的不足。《办法》及时
总结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
训，作出了相应规定。

据李邦华介绍，一是建立完
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办
法》结合实际，要求养老机构依
法制定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场所内
配备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应急救
援设备、设施，定期开展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 突发事件发生后，
养老机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采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处
置措施，同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
管理职责分工向有关部门和民
政部门报告。

二是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老年人是新
冠疫情的易感人群，养老机构又
是人群聚集场所，根据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实践和传染病防治法
要求，《办法》对养老机构传染病
防控提出了明确要求。《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养老机构发现老年
人为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
病病人的，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
报告，配合实施卫生处理、隔离
等预防控制措施。 养老机构不接
收有传染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有
传染病疾病应该是治愈之后健
康的状态，才能入住养老机构。

《办法》主要解决的是在养
老机构内发生传染疾病时怎么
办，以及与《传染病防治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衔接的问题。 后期为
了落实《办法》关于应急处置突
发事件的要求，民政部门还将推
动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加
强全国养老机构应急救援机制，
让《办法》规定落实到位，落实到
细节上。

“备案不是审批
式或变相审

批式备案， 而是告知
和承诺式备案。 通过
备案这个形式， 举办
者向主管部门告知举
办养老机构， 并承诺
具备养老机构服务能
力和信用保证， 主管
部门将其基本信息和
承诺情况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同
时跟进行政监管。

■ 本报记者 王勇

News 03新闻
２０20.9.2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11 月 1 日施行
从许可设立改为备案设立

� � 9 月 17 日，民政部官网对外发布了《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与此同时，民政部还举行了《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专题新闻发
布会，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肖登峰、养老服务司司长俞建良、养
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相关问题。

据肖登峰介绍，2013 年 6 月，民政部发布了当时的《养老机构
管理办法》，这一次发布的 《办法》是对 2013 年 《办法 》的全面修
订。 新的《办法》一共 7 章 49 条，和旧的《办法》相比新增了 17 条
内容，修改了 29 条内容。

《办法》对养老机构重新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养老机构备案的
实施细则，提出了事中事后监管的具体措施，对养老机构的安全
保障、应急和处置突发事件等方面加强了规范。

9 月 17 日，民政部举行了《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专题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