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要求确保冬春季
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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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月 18 日上午，民政部召开
全国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
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
控决策部署，研究分析冬春季养
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
控形势，部署下一步疫情防控工
作。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高
晓兵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去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各级民政部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各项决策部
署，扎实工作、顽强拼搏，取得全
国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疫
情防控重大成果。 儿童福利机构
实现零感染，养老机构疫情得到
及时有效控制，成果来之不易。

会议强调，近期，多地出现
新的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疫情，养
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冬春季
疫情防控面临突出挑战。 一是春
节人员物资流动增加了输入外
部病源、暴发内部聚集性疫情的
风险，叠加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
高发因素，大大提升了疫情防控
的难度和复杂性。 二是在外工作
就业人员不再返乡导致一些空
巢独居老年人、留守老年人和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散居孤儿春
节期间缺少家人照顾和关怀，容
易引发次生灾害或冲击道德底
线的突发事件。

会议要求， 各级民政部门和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要认清当前形
势，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松劲心
态，抓住关键环节，进一步筑牢养
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防线， 确保冬春季养老
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零感染”。

一是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
领域机构要暂停探视，实行封闭
管理。 未出现疫情省份的养老机
构要按照民政部印发的《零星散
发区域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南》 及地方联防联控要
求，提高防护级别，加强出入管
控。 出现疫情省份的养老机构，
要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
区及被感染养老机构防控指南
（第二版）》 及地方联防联控要
求，实行最严格的封闭管理。 全
国儿童福利领域机构要落实好

《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和《所
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出现本
土确诊病例的儿童福利领域服
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
等要求，全面加强封闭管理。

二是做好封闭管理期间服
务保障工作。 要解决好在院老年
人和儿童日常就医问题，协调建
立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领域机
构服务对象就医绿色通道，协调
卫生疾控部门派遣流动医疗小
组开展医学排查和治疗指导，避
免因外出就医导致交叉感染。 要
指导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领域
机构适量储备防控物资、生活物
资。 准备好足够的符合要求的院
内隔离场所。 要完善应急预案并
“实兵演练”。 要组织养老机构、

儿童福利领域机构工作人员定
期核酸检测，及时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 要加强养老机构等民政服
务机构安全管理。 要特别注意加
强医养结合机构院感管控。

三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
村互助幸福院暂停集聚性服务。
未出现疫情省份的老年餐桌、老
年食堂等要暂停堂食，可在确保
疫情防控安全的情况下，提供预
约外带服务。 出现疫情省份的老
年餐桌、 老年食堂要停止堂食，
可在疫情防控安全的情况下，提
供送餐上门。 四是全力做好居家
特殊困难老年人和儿童疫情防
控。 要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对因
子女未能返乡回家的空巢独居、
失能、留守老年人，受疫情影响
在家隔离的孤寡老年人，散居的
特困供养对象、家人被隔离收治
或因抗疫工作需要而无力照料
的老年人和儿童， 以及留守儿
童、 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
要依托城乡社区组织和专业服
务机构，每天探视了解在家生活
情况，积极组织提供助医、送餐、
代购和生活照料等服务。

会议强调，地方各级民政部
门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严格落
实属地联防联控要求，进一步压
实“四方责任”，落实“五有”措
施，加强督促检查，重视心理服
务， 做好封闭期间精神关爱，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夺取
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疫情
防控新胜利。

会议还就社会事务领域服
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作了部署。
要求救助管理和托养机构、殡葬
服务机构、婚姻登记机关和精神
卫生福利机构加强组织领导，落
实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按照
《关于做好社会事务领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救助管理机构要
对新入站人员进行隔离照料、核
酸检测，同时还要为因城市封闭
管理而导致生活无着的人员提
供照料服务。 婚姻登记机关要开
展预约登记，避免人员扎堆。 殡
葬服务机构和精神卫生福利机
构要建立晨晚检测制度，做好服
务对象和工作人员的健康登记。

会议设民政部机关主会场、
部直属事业单位分会场和地方
民政部门分会场。 民政部有关司
局同志在主会场参会，中国儿童
福利和收养中心、 社会福利中
心、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负责
同志在部直属事业单位分会场
参会。 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负
责同志和养老服务、儿童福利领
域相关工作人员在地方分会场
参加会议。 不具备卫星信号接收
条件的县级民政部门、 养老服务
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含设有儿童
部的社会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负责同志以及儿童督
导员和儿童主任利用电脑或手机
登录会议直播收看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 � 近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
印发〈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工作规范〉的通知》，为全国开
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
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操作规范。

《通知》强调，制定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的目
的是推动建立政府领导、 部门
协作、社会参与、家庭支持的综
合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各级民
政、 卫生健康和残联等部门和
单位、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精神卫生
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中的作
用，提高康复服务效果。

工作规范明确了建立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工作协调机制，
各相关部门、 机构主要职责和
任务，服务对象、服务机构、服
务人员与培训、服务内容、服务
流程、调研与评估等内容。

工作规范提出， 要积极探

索支持、引导、培育社会组织参
与社区康复的政策措施， 引导
高校、社会组织、党团组织等开
展志愿服务。

《通知》明确，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机构可设在社会福利
机构、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
人托养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 城乡社区服务机构等，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独立建设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并明确
了各类服务机构职责。 同时，
明确提供社区康复服务人员
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者、康复治
疗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
生、护士、志愿者等，由其组成
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社
区康复服务， 并提出要对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相关人员开
展多层次培训。

工作规范明确， 培训内容
包括：

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要

在培训中特别注重与社区康复
精神障碍患者实际生活相关的
政策与办理途径。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基本
知识和技术。 包括社区康复的
本土经验与模式， 以及基本的
精神康复技术、家属支持技术、
心理咨询技术等。

精神障碍和大众心理健康
的基本知识。 包括精神障碍的
种类、表现，精神障碍与心理问
题的区别，患者症状识别，药物
不良反应识别及处理， 复发先
兆识别， 风险评估与自我保护
技术，应急处置，以及大众心理
健康和精神障碍预防等。

《通知》明确，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服药
训练、预防复发训练、躯体管理
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
训练、职业康复训练、心理治疗
和康复、 同伴支持及家庭支持
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并对各模
块训练目的和具体内容加以明

确， 提出在开展训练前需对患
者或环境进行专业评估， 训练
中坚持正性强化、 优势视角原
则，确保康复取得实效。

同伴支持方面， 工作规范
要求通过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
指导的互助自助小组， 让患者
共同进行情感交流、信息分享、
支持反馈、功能锻炼等，进而提
高患者的康复信心、 进一步稳
定病情、改善社交技能、提高服
药依从性。

同伴支持者可自行组织活
动，服务时限可长可短，服务地
点可在社区、 医院或其他适合
开展训练的场所。 服务内容通
常包括情感支持、 疾病健康教
育和自我管理、 社交和生活技
能交流等。 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需要有社区医生、社会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 精神科医生和护
士等专业人员进行定期督导和
强化培训。

《通知》要求，按照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转介机制要求规范
服务流程，主要包括转入、登记
建档、功能评估与服务提供、转
出、特殊情况及处置五项内容，
其中功能评估与服务提供涵
盖基线评估和过程评估两个
方面， 涉及基本情况了解、心
理社交功能评估、精神状况综
合评估、社会适应能力评估、社
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等
评估。

《通知》指出，各相关部门
和机构要加强调查研究、 工作
协调、督导检查和考评推动，形
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建立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调
研和评估制度， 制定年度调研
计划和方案， 并阐明了调研频
次、调研形式以及调研内容；就
服务覆盖面、服务规范性、服务
效果等方面开展总结评估，注
重总结服务模式， 学习借鉴好
的经验做法， 积极推出一批示
范性项目。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联合发布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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