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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厅长：将大力建设日间照料中心推动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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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翻平安夜 景德镇陶溪川圣诞狂欢“不打烊”

“聂树斌案”背后：律师学者接力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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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毒地”案3人被提起公诉 涉案公司已赔1.2亿

上海元旦外滩无跨年迎新活动 烟花爆竹管控将更严

三沙永兴机场民航公务包机往海口单程票价1200

南京计划2018年申报江北新区自贸区

靖江“毒地”案3人被诉 涉案公司已赔1.2亿

连云港一对老夫妻养猪15年替儿子还债50万

经济学家马光远南京谈楼市：没买房真不用着急

虚增面积用国家粮食直补款发福利 钱进村官腰包

据统计，江苏省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省份，截止2015年末，全省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648万，占户籍人口的21.36%，老龄化比例居全国首位，并预计在2020年1突破25%，仅去年一年就新增

69万老人。同时空巢、独居老人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严峻的形势促使江苏省老龄事业不断探寻新的措

施，谋求新的发展。

此外高龄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有数据显示，2015年末，全省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4.97万，

占老年人口的15.47%，使得“两代老年人家庭”和家中所有成员均为60岁以上的“纯老家庭”不断增

多。

在江苏省老龄事业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以新的思路与方式，不断调整养老服务体系的建

设方针，从而达到进一步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目的。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江苏省民政厅在今年的“敬老

月”期间发布了《江苏省2015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元对《报

告》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阐述，并就空巢老人、老年人助餐服务、“十三五”工作规划等热点问题，答

记者问。

侯厅长答记者问

空巢、失能等老年群体将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记者：根据媒体报道，我国空巢、独居老年人总数已近1亿人。江苏作为人口老龄化大省，空巢、独

居老人的比例也是逐年增加，请侯厅长介绍一下我省在关爱空巢。独居老人方面有哪些举措？

侯学元：针对这个问题，省民政厅先后出台了《关于建立分散供养农村“五保”和城市“三无”对

象关爱照料制度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空巢独居老人关爱工作的通知》，以期达到为老年人

提供精准化养老服务的目的。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将督促落实家庭关爱责任。积极引导子女“常回家看看”或者经常电话联系。

经调研发现，社区关爱服务是相当受老年人欢迎，所以深化这一服务也将是我们达到目的的重要举

措之一。关于这点，我们将对重点空巢独居老人采取签订“1+1+1+1”的关爱服务协议的方式，与当地民

政办、村干部、老人亲属和老人共同签订，定期上门了解、查看、解决老人的困难和需求，并依托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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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人都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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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遇车祸气囊未开 4 6亿元鸡缸杯被盗

柳岩下腰 李荣浩首认恋情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养老服务平台，为重点空巢独居老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为重点空巢、失能老

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除此以外，我们还继续强化政府在老龄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给予养老补贴、护理补贴等。

记者：那目前我省养老补贴服务制定和落实情况具体怎样呢？

答：江苏省于2011年就针对养老补贴问题建立了合理的机制。目前各地拥有我省户籍并且年龄在八

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将得到尊老金。

具体来说，尊老金的发放有三个标准。80-89岁以上是每月50块，90-99岁每月100块，80-99岁由市

县区负责，100岁以上的发放300块每月，由省负责。

对高龄的老人，采取护理和服务的补贴。具体分为两个档次，低保家庭中，60周岁以上的适龄老

人，每个月每人将得到不低于100块；低保家庭的特困对象中，80周岁以上的老人以及60周岁以上的失独

老人，按照每个月60块进行发放。

其中由政府为老人购买养老服务是许多地方落实此项政策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也有利于老龄相

关服务业的发展。

 >>下载:《江苏省2015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记者：根据调查显示，高龄、空巢和失能等老年群体就餐、配餐等服务要求强烈。请侯厅长简要介

绍一下江苏省支持开展老年人助餐服务的具体举措？

侯学元：我们一直在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在“十三五”期间，我们重点关注的便是居家

养老服务，其中包含“六助”，而从需求导向来看，助餐服务确实是最受关注的问题。

每年新建2000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已经成为近两年来省政府关注的重点落实项目，目前已经很大程

度上缓解了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助餐服务需求。

各地主要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配餐服务。依托现有

养老机构和慰劳服务组织建立“中央厨房”并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农村地区开办社区食堂，推进养老助餐

服务的便捷化。

关于“十三五”时期的目标，我们的设想是将社区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在全省实现覆盖，为真正有需

要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养老制度不断完善，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成为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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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媒体报道，江苏省“十三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已于近期发布，请侯厅长简要介绍一下

《规划》的相关情况？

侯学元：《规划》于2016年9月8日正式实施。主要明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我们预计

到“十三五”末，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深度融合，功能完善、服务

优良、监管到位、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根据目前江苏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状来看，“十三五”期间将是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

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在养老规划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指导思想，原则，重点，目标都有调整。

因此此次《规划》我们要强调的突出问题，就是居家养老和医养结合的概念。

如何解决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或养老床位的需求，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我们发现单纯的增加

养老机构的数量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即使达到了“十三五”规划中的千人四十张的指标，也只有百

分之四的比例，对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来说，仍旧是杯水车薪。

此次“十三五”规划中，我们转变思路，推动居家养老的不断发展，其中我们将重点提出大力推进

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又可以称为托老所，它既可以让老人白天享受养老服务，又可以让老年人不离开自

己熟悉的社会生态，成为了目前最受欢迎的养老机构，

此外我们还将坚持需求导向，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医养的深度融合。《规划》要求到“十三五”末

期，每个县都建有一所以上老年护理院或老年康复医院，全省老年护理员达到200所以上，护理行床位占

养老机构床位总数50%以上，以保证我省老年人的需求。

最后，我们将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上，突出政府的主导地位。在政府的调控下，推动养老

产业化，以养老机构床位问题为例，我们将力争在“十三五”末，做到由社会力量举办或经营的床位占

总床位比例达到70%以上。

记者：老年人上对医疗服务需求最大的群体。您刚刚提到的“医养融合”被事实证明确实能够促进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护理型养老机构和老年病医院，老年人“就医难”、“看病难”等问

题也得到一定的缓解。请侯厅长介绍一下江苏省加强老年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政策？

侯学元：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和养老资源之间的衔接互补，这也是我们“十三五”规划中的一个

重要任务。

如何推动医养的深度融合发展，我们首先将联合卫生计生部门建立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制度，计划

每年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老年人家庭建立服务关系。

其次我们将推动医疗资源进入养老领域，通过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签订协议、在养老及宫内设医疗

设施、给予老年人更广泛、便捷的医疗服务。有数据显示，目前我省护理行养老机构床位已经占养老机

构总床位数的35%，今后还将进一步提升。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将是我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将对养老机构内射的医疗机

构优先纳入城乡医保定点范围，探索对全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采取包干方式纳入医保销售范围。值得一

提的是，南通市在今年还探索了一条以基本招呼保险制度为主体的新兴医养结合道路，这也给我们今后

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公私养老机构差异大，矛盾缓解迫在眉睫

记者：目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好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和农村敬老院床位

存在空置现象。请问如何缓解目前面临的养老床位结构性矛盾呢？

侯学元：这个问题从2013年起就广受大家关注，也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近几年就这个

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有相当大篇幅的涉及。

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原因首先是城市和农村的结构两大板块不均衡。城市中比较多，农

村比较少，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其次普通性养老床位较多，而老人最需要护理性床位偏少。除此以

外，民办养老机构因为价格、地点包括区位等多种因素无法与公办养老机构相媲美，基于这三个方面，

才导致了目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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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省政府从2014年就出台了文件，加强整个政策的引导。首先我们将大力发展护理型

养老机构，满足社会上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性服务需求。通过公建民营等养老机构改革，引入社会力

量参与运营。使公办养老机构对社会老人服务收费与民办养老机构进行接轨，使公私养老机构价格标准

趋于一致，使民营养老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相对平等。

除此以外，我们还将竭力改变曾经公、民办养老机构补贴差异

巨大的状况。公办民办的补贴标准将一视同仁。

曾经公办养老机构每一经营一张养老床位补贴三万块钱，而民

办机构只补贴三千块钱，如今将一视同仁，每一张床位无论公私都

补贴一万块钱。

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融资政策，供地政策，税费减免各方面

我们也进行了改革，对公私养老机构都一视同仁。以期激发市场活

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机构领域。

最后我们还将推动农村敬老院向社会开放，在保障供养五保对

象的基础上，积极面向社会老年人开展养老服务，发展成为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从而提高床位使用效率。

相关阅读：《省民政厅发布2015老龄事业白皮书 老龄化全国居首》

文明上网，不传谣言，登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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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鸿雁 [江苏省南京市网友]

居家养老定义就是靠自己养老。日间照料中心---名目繁多，有其名无其实。

2016-10-24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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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L520126 [江苏省苏州市网友]

江苏老龄政策好！暖人心！

2016-10-24 11:14

rhaya [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全国老龄人口占16%，北京老龄人口达到23%。多出的7%是外地老龄人到京养老的。一切都是北京资源过

度集中的结果。

2016-10-25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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