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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永川区永荣镇永兴社区养老服务站，志愿者指导老年
人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陈仕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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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养老服务体制机制改革
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推进乡镇敬老院
公建民营改革

“养老服务设施老旧，存在诸
多隐患、 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还不
充分、 农村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
低，整体入住率不到 30%，设施使
用效率还有较大挖掘空间。 ”万州
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表
示， 这些都是此前万州区农村敬
老院存在并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2019 年
底，万州区民政局以创新体制机
制为切入点，推进敬老院公建民
营改革，通过竞争性比选、广泛
征求社会意见和实地考察后，引
进南京知名养老品牌———银杏
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对万州区
28 家敬老院采取整体打包运营。

28 家敬老院在公建民营改
革下，逐个焕发新生，特色亮点
频出———九池乡、柱山乡敬老院
硬件条件不错，未来将以招收自
理老人为主；双河口街道敬老院
离城区较近且有院落，将打造为
一个精品小院综合体，更多对社
会老人开展社区和居家服务；甘
宁镇、高峰镇、分水镇的敬老院
目前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完工后
将作为区级失能特困人员集中
照护中心，重点接收特困失能老
人；郭村镇敬老院虽然面积不大
但有一个独家小院，可封闭起来
做成一个温馨的失智小院，对失
智特困老人进行集中供养；武陵
镇敬老院毗邻长江， 院坝较大，
风景优美，且有 3 栋楼，可将其
中一栋改造后供养特困老人，另
外两栋楼建成旅居式养老服务
中心，获得较高积分的老人或者
想去旅游的居家老人都可以在
那里小住一段时间……

“环境美了，条件好了，饭菜
也更香了。 ”提起近段时间九池乡
敬老院的变化，77 岁的陈国生老
人连声夸赞，“我真的很满意。 ”

重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乡镇敬老院管理服务
水平较低、持续运营能力较弱的
问题，重庆市正试点探索辖区整
体化社会运营模式，武隆、万州、
垫江、 渝北等区县在财政投入

“零增资”的前提下，采取公开比
选、竞争性磋商、招投标等方式，
将辖区内所有乡镇敬老院整体
打包交由专业养老机构管理运
营， 为收住老年人提供高品质、

精细化的养老服务。
社会化运营， 可持续是关

键。 各地民政部门将现有敬老院
的财政支出， 如特困人员供养
金、失能护理补贴、人员工资支
持资金等全额打包给运营企业，
让企业专心为老人提供专业服
务。 同时，重庆市还每年聘请第
三方对社会运行的乡镇敬老院
进行服务质量绩效评价，服务质
量较好的机构将获得每人每月
200—500 元的运行补助。

专业养老机构管理运营下
来， 农村敬老院的品质得到提
升、 闲置资源进一步被盘活，还
吸引了不少社会老人入住。 据市
民政局统计，试点区县的乡镇敬
老院平均服务项目从 13 项增至
46 项， 一年间的入住率从 45.8%
增长至 68.3%， 入住老年人的满
意度提升至 92%。

推行失能人员
集中照护模式改革

据了解，针对乡镇敬老院失
能照护能力较弱、农村失能老人
刚性需求较旺的供需矛盾，重庆
市民政局积极争取中央、市级财
政投入支持农村失能特困人员
集中照护机构建设， 将北碚、大
足、垫江、城口、奉节、石柱、彭水
等 7 个区县试点 13 个中心纳入
中央预算内投资，每张床位按照
9 万元予以补助。 市级财政按 60
万元/个的保障标准， 对农村失
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予以
建设补助。 2019 年，市级财政已
投入资金 350 万元建设失能特
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2020 年，
计划投入 2040 万元力促剩余的
34 个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
构建成并投入使用。

“按照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

的新思路，这些失能特困人员集
中照护机构可为特困失能人员
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文化
娱乐、心理疏导、临终关怀等全
方位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提升特
困失能人员生命质量和幸福指
数。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奉节县永乐镇永乐失能人
员供养中心，就是当地农村失能
人群的第二个“家”。

近日，在位于一楼的医疗康
复室，70 岁的宋延祥老人刚做完
帕金森症理疗。“卫生计生部门
每日会指派专门医生到中心坐
诊，定时负责失能人员身体检查
和常见病处理。 ”现场一名医生
介绍，通过“养+医”结合的方式，
农村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
享受医保服务，重大疾病则由政
府采取医疗救助方式对其进行
帮扶，“五楼还有一个康复中心，
县残联捐赠了各种康复器械，方
便病人免费做康复训练。 ”

“每集中供养 1 名失能人
员，至少可以释放 1 名劳动力。 ”
奉节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供
养中心按 1∶7 的比例聘请了专业
护理服务人员，对供养人员实行
专业照料，并科学合理地安排供
养人员的饮食、住宿、学习和康
复训练，让失能特困人员过上有
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推动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改革

三顿饭不用愁，看书娱乐有
地方，遇到紧急情况立马有人来
帮忙……几个月前，渝北区木耳
镇金刚村和五通庙村两个农村
互助养老点同时开业试运行，为
老人们开启了养老不离家的“一
站式”养老生活。

每餐收费 4 元、洗浴洗衣每
次 1 元、助浴每次 5 元、日间照

料每次 10 元， 这是两个互助养
老点的消费价目。 成色足、含金
量高的供餐、洗衣、洗浴、日间照
料服务，深受两个村的老年人欢
迎，都说党和政府的政策好。

记者了解到，跟城里的社区
养老服务站一样，这里重点推出
临时托管和日间照料服务。 老人
可以像小孩上幼儿园一样，白天
来中心看书报、健身、娱乐，吃一
顿中餐，然后午休，下午在按摩
椅上躺一躺，再参与一些棋牌娱
乐项目，晚上“放学”回家。 根据
老人的不同需求，助老员、志愿
者、 社工们还会提供一些阅读、
心理辅导、日常保健等服务。

此外，互助点还建立积分制
度，老年人参与互助服务可获得
相应积分，积分可兑换等价物品
或服务，充分调动低龄老年人服
务高龄老人、自理老人服务非自
理老人参与服务的积极性，既促
进了养老互助，又和谐了邻里关
系，效果明显。

渝北区民政局党委专职副
书记周文静介绍，渝北大都市大
农村特点显著、农村空心化老龄
化突出、老人接受养老服务意愿
低等，任何“老一套”的农村养老
服务工作，都意味着资源的巨大
流失和浪费。 因此，渝北区以农
村养老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为契
机，探索实施农村“互助+流动”
养老服务新模式。

除建成 61 个村级互助养老
点外，渝北区民政局还通过购买

服务的形式引进第三方社工机
构开展农村流动养老服务。 专业
社工和志愿者活跃在各农村互
助养老点，帮助建立服务积分制
度、兴趣小组、志愿者队伍等，增
加了定期举办集体生日和节庆
活动等，浓厚助老乐老氛围。

重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重庆市正坚持“阵地跟着
老人走，阵地跟着需求走”的原
则，分级分类推进村级养老互助
点建设，在场镇、人口集中的行
政村单独设立互助养老点，其他
规模较小、人口相对分散的行政
村则可依托村便民服务中心合
并设置互助养老点。 目前，全市
已建成村级养老互助点 2452 个，
计划到 2022 年实现全覆盖。

根据重庆市民政局规划，村
级互助养老点负责辖区内养老
服务的统筹协调、资源链接和监
督指导，设置生活服务、文化娱
乐及其他辅助用房，提供咨询评
估、生活照料、紧急救援、休闲娱
乐、信息数据管理等集中或分散
居家服务。 各点还利用公益性岗
位配备“护老员”，确保每个互助
点有一名专职人员；同时，依托
村“两委”专干、基层治理网格员
等，为每个点至少配置一名兼职

“助老员”；此外，还发动农村党
员、老年协会成员、低龄健康老
年人以及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
职工组建“爱老员”关爱队伍，就
近就便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志愿
服务。 （据《重庆日报》）

不久前，家住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同德村的伍茂华老人晕倒在路边，所幸居家养老服务助
老员周全福及时发现，在村干部协助下，将老人送到渝北区中医院，让老人得到及时救

治。 为了提升偏远农村特殊老人助老服务质量，渝北区民政局采用邻里互助的助老服务模式，即助
老员长期驻守在老人居住区域的附近，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立即启动紧急救援。

近年来，针对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薄弱、养老服务力量欠缺、有效帮扶对接不足、有效供给与
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重庆深化农村养老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农村养老服务能力，促进城
乡养老服务均等化、品质化发展。

6 月 3 日，渝北区大盛镇千盏村合和下坪的互助养老点，老人们
在干净整洁的院坝里和驻村工作队人员围坐交流（龙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