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勇

News06 新闻
２０21．6.2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2025年底我国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在乡镇（街道）的覆盖率总体达到 60%

加强养老服务保障

《规划》要求加强养老服务
保障，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基本养老服务。 建
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逐步丰富
发展服务项目。 制定并实施全国
统一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标
准， 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
评估结果作为领取老年人补贴、
接受基本养老服务的参考依据。
完善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
人补贴制度，因地制宜健全动态
调整机制，提高补贴标准精准度
和有效性，强化与残疾人“两项
补贴”、社会救助等政策的衔接。

二是完善兜底性养老服务。
做好城乡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工
作，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敬老院） 集中供养和失能照护
能力。 以重残、失能、留守、空巢、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
老年人为重点，建立特殊困难老
年人定期探访制度、农村留守老
年人关爱服务制度。

三是发展长期照护保障。 推
动建立长期照护服务项目、标
准、质量评价等行业规范和全国
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 配
合有关部门稳妥推进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推动完善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逐步扩大长期护理
保险参保群体范围。 充分发挥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商
业保险有益补充作用，保障不同
层面照护需求。

优化居家社区机构
养老服务网络

《规划》强调，要优化居家社
区机构养老服务网络。

一是完善居家养老支持措
施。 推动各地建立家庭养老支持
政策，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服务
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健
全建设、运营、管理政策，发展

“家庭养老床位”。 推动失能失智
和高龄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
训纳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目录，
推进经济困难高龄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 探索“物业服务+养
老服务”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地
区探索开展失能失智老年人家
庭照护者喘息服务。

二是优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布局。大力推进城市新建城区、新
建居住（小）区按标准配套建设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 配建设施达标
率达到 100%。 推进老旧城区、已
建成居住（小）区基本补齐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 推动构建城市地区

“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努力
解决大城市养老难问题。 加强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用途管理， 支持
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低偿或无偿
用于普惠型养老服务。

三是实施老年人居家和社
区适老化改造工程。 实施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引导
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
化改造，配合做好老旧小区适老
化改造工作。 支持社区养老设施
配备康复辅助器具并提供专业
指导。 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
协会、企事业单位开展社区互助
养老活动。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特
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
需求，以施工改造、设施配备、老
年用品配置等形式，支持 200 万
户困难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四是推进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 在县（市、区、旗）、乡镇（街
道） 范围推动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发展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
料、上门服务、区域协调指导等综
合功能的区域养老服务机构。 根
据人口分布、 老龄化水平及发展
趋势布局建设层次清晰、 功能互
补、区域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

《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有条
件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
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推动在乡镇（街道）范围内建有具
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功
能的养老服务设施， 到 2025 年
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在乡镇（街
道）的覆盖率总体达到 60%。

五是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发
展。 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发
挥公办养老机构兜底线、保基本
和示范作用。 引导社会办养老服
务机构重点面向中低收入群体、
适度面向中高收入群体，满足老
年人多层次、 个性化服务需求。
优化城乡养老机构床位结构，推
动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55%。
引导养老机构依托新兴技术手
段，构建“互联网+养老服务”和
智慧养老模式， 培育服务新业
态。 鼓励养老机构向家庭提供生
活照护、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
急救援等专业服务。 鼓励有条件
的公办养老服务设施通过承包
经营、委托运营、联合经营等方
式，引入企业或社会服务机构参
与运营管理。

《规划》 明确提出， 支持县
（市、区、旗）建设提供专业化失能
照护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 支持
1000个左右公办养老机构增加护
理型床位。 支持 300 个左右培训
疗养机构转型为普惠养老机构。

六是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服
务。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社
区卫生服务站、护理站或其他医
疗设施邻近设置。 有条件的养老
机构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开办康
复医院、护理院、中医医院、安宁
疗护等机构。 健全养老机构与医
疗卫生机构合作机制，推动医疗
卫生机构为养老机构开通就诊
绿色通道。

七是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构
建“分层分类、平战结合、高效协
作” 的养老服务应急救援体系。
建立国家养老应急救援技术服
务中心，加强对地方养老应急救
援力量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推动
建立区域性养老应急救援技术
服务中心，负责为本区域养老服

务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供服务。
《规划》明确提出，要新建和

改扩建若干具备综合应急救援
能力的养老服务设施，配备必要
的防疫物资和设施设备。 推动具
备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配备应
急防护物资、隔离设施，建立完
善应急预案，培养培训专业养老
服务应急队伍，定期分类开展应
急演练，加强应急能力建设。 鼓
励有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提升
应急救援能力。

八是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
务。 构建乡镇牵头，村委会、老年
人协会、低龄健康老年人、农村
留守妇女、村干部、党员、志愿者
等广泛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格局。 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
爱服务体系。 大力培育农村为老
服务社会组织，强化农村老年人
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鼓励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养老
服务，逐步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设
施的建设补贴、 运营补贴水平。
支持民族地区、特殊类型地区因
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九是推进养老服务适度普
惠。 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为
中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提供价格
适中、方便可及、质量可靠的养
老服务。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开展普惠养老服务， 推动中央、
省、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培训疗养机构转型为养
老服务设施，并支持其可持续发
展。 支持国有经济加大对养老服
务的投入，积极培育发展以普惠
型养老服务等为主责主业的公
共服务功能国有企业。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规划》强调，要加强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健全人才教育培训体
系。 推进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教育
体系建设，鼓励养老机构为有关
院校教师实践和学生实习提供
岗位，参与专业建设，提高产教
融合水平。 支持养老服务相关专
业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鼓励
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举办养老
服务类职业院校。 持续实施养老
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大规模
培训养老护理员、 养老院院长、
老年社会工作者。 推动实现每千
名老年人、每百张养老机构床位
均拥有 1 名社会工作者。

二是发展养老护理员队伍。
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 到 2022 年底， 培养培训
200 万名养老护理员。 推动建立
健全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制度。 建设全国养老护理员
信息和信用管理系统，支持有条
件的地区制定入职补贴、积分落
户、免费培训、定向培养和工龄
补贴等优惠政策。 举办养老护理
员职业技能竞赛，开展养老护理
员表彰活动。

近日 ， 民政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印发《“十四五”民政事业
发展规划》。 《规划》在养老
方面提出，要适应人口老龄
化社会需求，持续完善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
全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
务体系 ，强化信用为基础 、
质量为保障 、 放权与监管
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 ，优
化供给结构 、 提升服务质
量 ， 有效强化基本养老服
务 ，满足多样化 、多层次养
老服务需求。

《规划 》列出了 5 项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包括
特殊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
设 、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 、 养老机构护理能力提
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

其中区域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方面的目标是 ，到
2025 年底，区域养老服务中
心在乡镇 （街道 ）的覆盖率
总体达到 60%。

6 月 18 日，民政部举行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专题新闻发布会。 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
华表示，在开展政策措施的
同时 ，”十四五 “期间 ，民政
部还将从三个方面推进基
本养老服务：

一是逐步建立养老服务
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形
成基本养老服务与非基本养
老服务互为补充、 协同发展
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完善兜底性养老
服务。 健全城乡特困老年人
供养服务制度，有集中供养
意愿的特困人员全部落实
集中供养。 深入实施特困供
养服务设施 （敬老院 ）改造
提升工程 ，每个县 （市 、区 ）
至少建有 1 所以失能、部分
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
主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敬
老院 ），基本形成县 、乡 、村
三级农村养老服务兜底保
障网络。

三是发展普惠性养老服
务。 深化普惠性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通过土地、规划、融
资、财税、医养结合、人才等
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 充分
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推动养
老服务提质增效， 为广大老
年人提供价格适中、 方便可
及、质量可靠的养老服务。

1 月 21 日，几名老人在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空港佳园社区养老服务站活动室内下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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