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广“时间银行”这一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可以缓解不断扩大的老年照料和服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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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
靠志愿者养老行得通吗？

同样，《公益时报》4 月 15 日
通过网络查询这两则新闻时，
“东方理工大学” 的名字也被隐
去，以“新型研究性大学”代替。

《公益时报》记者致电宁波
市教育局高教处，该处工作人员
回复称捐赠协议已经签署，按照
协议建校事宜正常推进。 对于该
协议内容是否涉及超 200 亿元
捐赠，对方未能透露。

早前， 根据《区政府 2020年
12月份工作总结》披露，推进东方
理工大学（庄市片）征拆数据排摸
及安置地块初步选址，验收通过筹
建办办公场地。 就官方表示来看，
东方理工大学已经在当地选址。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片）街
道办工作人员对《公益时报》表
示， 现在只是前期征地拆迁阶
段，学校暂未建设。

专家：愿景美好、实现不易

芯片是信息通信行业关键
节点产品，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
型期，各行各业对于数字化转型
要求较多，芯片需求量大，市场
前景好。

但我国芯片业被发达国家“卡
脖子”是个不争的事实，国家对芯
片业的发展特别重视，芯片是整个
数字化产业的一个关键要素。

通信世界总编辑刘启诚对
《公益时报》 表示：“事业有成在
家乡建校，这符合中国人功成名
就反哺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
愿，助力教育就是公益慈善一种
很好的表现方式。 虞仁荣先生捐
赠 200 多亿元建高校，通过这样
一种方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
注。 现阶段芯片发展是一个社会
热点，通过公益的方式，容易得
到社会认同。 ”

刘启诚指出，高校建设并非
一蹴而就，审批、师资、资金都有
一定要求，建设门槛较高。 从当
前信息来看，虞仁荣更多是有这
样一个计划，股权、减持、首笔款

项、 期限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目前，更多可能是虞仁荣的一种
美好愿景。

刘启诚也表示，如果按照韦
尔股份相关人员披露信息来看，
按照股权捐赠计划逐步进行，每
年捐赠一部分，这笔超 200 亿元
的捐赠是有可能完成的。

2021 年 1 月 8 日，韦尔股份
公告，控股股东虞仁荣 600 万股
减持完成后， 仍持有公司股份
279,4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1%。

2021 年 4 月 14 日， 根据韦
尔股份发布的最新《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虞仁荣持有公司
股份 273,435,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1.50%； 本次质押解除后，
虞仁荣剩余累计质押股份为
137,772,000 股，占其持股比例的
50.39%。

按照 4 月 15 日韦尔股份收
盘价 275.74 元/股计算， 总市值
2393.78 亿 元 。 虞 仁 荣 持 有
273,435,000 股， 个人资产约 754
亿 元 。 累 计 质 押 股 份 为
137,772,000 股， 约为 380 亿元。
目前虞仁荣能够动用的股份总
价值约 374 亿元。

关于此次捐赠的后续进展，
《公益时报》将持续关注。

（上接 08 版）

互助养老缓解服务压力

所谓“时间银行”，本质上
是一种互助养老模式， 主要是
指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
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 按照
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供者的
服务时间，储入其“时间银行”
个人账户， 以便将来兑换相同
时长的服务。

对上海来说，“储蓄时间”并
非新鲜事，早在 1998 年，上海市
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的晋阳社区
居委会就率先创建了本土化的

“时间储蓄”养老服务模式，但在
运行多年后，遭遇了纸质“时间
存折”容易遗失、搬家后“存折”
难兑现等问题。

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时间银行”服务模式具备
了更多推广的现实条件。 从数据
看，截至 2019 年底，上海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518.12 万
人， 其中 60-64 岁占 30.2%，80
岁及以上占 15.8%， 两者比例接
近 2∶1， 如果能让 60-64 岁相对
“年轻”的老人去照顾 80 岁及以
上的高龄老人，基本能做到“自
给自足”。

去年 6 月以来，“时间银行”
已在首批试点的虹口区全区铺
开，相关部门还专门开发了“时
间银行”微信小程序，年满 60 岁
（女性可以放宽到 50 岁） 到 70
岁，身体健康、能自理且有服务
意愿的退休人士，都可以在该小
程序进行申请，并根据发布的需

求“接单”，虹口区的部分高龄、
独居、困难老人等成为第一批接
受“时间银行”服务的对象。

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意愿也
不低，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
虹口区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已
有注册人数 2662， 提供服务者
1244 人， 服务对象（受益老人）
1418 人，发布需求 817 次，累计
完成服务 803 次，累计产生时间
币 3060 个。

在很多原先就投身于养老
服务志愿者行列的低龄老人看
来，通过“时间银行”小程序“接
单”， 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种新
的动力。“虽然说本来我做志愿
者就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回报，但
是现在有了这个时间银行，我觉
得对我的付出是一种记录和肯

定。 ”自 2012 年起就成为四川北
路街道养老服务志愿者的孙佩
芬说。

统一计量标准和管理平台

虽然“时间银行”被视为养
老服务的有力补充，但委员们认
为，“时间银行”并不是社区养老
服务的“万能药”，仍有诸多难题
需要解决，才能进一步有效发展
和应用。

在“时间银行”试点中，不
同场景涉及的服务需求是不同
的，例如，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接送、看护、
陪伴、助餐等，而在居家上门服
务中，则包括了代办、助行、助
医等服务。

但与此同时， 在“时间银
行”模式下，不同专业程度的社
区服务按照同等时长相互通
兑， 其所涉及的资源投入和稀
缺性往往不尽相同，因此，可能
导致更具专业性、 更需投入精
力的服务项目缺乏志愿者参
与， 而居民们则趋向于提供较
为简易的服务项目。

在谢国群委员看来， 目前
“时间银行”尚缺少统一的制度
标准，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
如果只是简单地记录时间而不
考虑服务的种类和质量， 会打
击志愿者的积极性， 导致择轻
避重。

对此，他建议确定统一的时
间计量标准， 在记录存储时间
时，不仅要记录志愿服务的内容
和服务时间，还要考虑不同类型
志愿服务所包含的不同劳动的
市场价值， 建立一定的等级标
准，进行统一换算。

而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由
于认证标准上的差异性，“时间
银行”项目一旦从一个社区开始
向更广范围推广，跨地域通存通
兑的有效性问题也涌现出来。 谢
国群指出，“时间银行”在不同社
区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模式，一部
分由社区自发建立，一部分则依
托于第三方组织建立。

“当储户发生地域上的迁移
或流动时，在原来所在地区存储
的时间往往得不到新地区的认
证，难以实现社区间的转换。 ”谢
国群提醒，当一个地区的“时间
银行”破产或停止运营时，之前
储户存储的时间由于只能在该

地区登记使用，所以往往无法转
存或换取服务，也大大降低了志
愿者的积极性。

谢国群建议，应当完成“时
间银行” 在不同地区间的认证，
可通过强化互联网技术使用，建
立全国统一的“时间银行”信息
记录管理平台，保证时间货币和
金融货币一样在全国的“时间银
行”都可以存储和兑换，以提高
管理效率，降低成本。

加强与志愿服务的紧密性

“时间银行”能够有效运转，
归根到底仍取决于提供服务的
人。 由于绝大多数居民存在着服
务能力和专业性的限制，加之日
常工作生活的压力，能够投入到
社区服务的时间相对有限，这都
导致了“时间银行”在服务供给
侧存在一定限制。

如何提高志愿者服务的积
极性，成为“时间银行”能否持续
良性运转的关键。 在市政协委员
裘索看来， 目前，“时间银行”的
服务项目和参与人群均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应当进一步加强与
全市层面志愿服务的紧密性。

他建议， 除了低龄老年人
外，鼓励更多人群加入“时间银
行”的志愿者队伍，扩大志愿服
务项目，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加
入， 未必等到其老后才能提取

“被服务时间”，在其遇到困难的
任何时刻均可寻求帮助。

相关调查显示， 在上海，志
愿者选择对提高志愿服务积极
性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排在第一
位的便是“建立健全‘时间银行’
制度，将来换取相应服务”，选择
比例达到 36.2%， 这说明当前最
受志愿者青睐的激励机制是“服
务激励”，即“以服务换服务”。

裘索建议，“时间银行”借助
“公益上海”平台的影响力，依托
平台做实做强，与公益护照实现
联动。 为提升志愿服务的能力，
他还建议，在“时间银行”的志愿
者团队中重点培养高级社工师，
根据高级社工师的考试科目组
织相关的培训讲座，推动实现志
愿服务的专业化。 谢国群建议，
可以通过与相关高校合作，邀请
医院医护人员、专业社工、相关
专业技能人员等方式，定期为志
愿者培训，提升“时间银行”的整
体服务水平。 （据上观新闻）

今年 3 月 20 日，《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四十二条关于“时间银行”的规
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条例明确，上海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开展社区邻里服务、低龄健康

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结对关爱等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时间储蓄、兑换等激
励、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