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18年1月起

我省百岁老人长
寿补助金标准由原来

每人每月300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500元

省级财政预算安

排1162.2万元

全省有 2093 名

百岁及以上老年人领
取长寿补助金

每天上午，60多岁的周阿婆走进离
家不远的海口市玉沙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在阅览室读读书，在理疗室休息。午
饭时间，海口星海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送上了红烧肉、炒菜心等丰盛的
午餐。玉沙日间照料中心的社工告诉笔
者，该中心有棋牌室、阅览室、书画室、健
身室、理疗室，还有老年人网络学校。“每
天都有居住在附近的老人们聚到这里跳
舞、看电视、打乒乓球、打牌、唱歌。”

针对海南的本地老人不愿意离开
家，习惯了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养老的
需求和实际，我省采取试点的方式推动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建设，着力推进试
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并逐步向
农村拓展。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城乡居
家养老服务的社区565个；培育居家养
老服务组织63个；建设城乡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178个。

为加快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工作，海口市积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社区养老服务经验。目前，海口市
4个区21个街道所辖社区全部建立
了居家养老服务站，并依托镇敬老院
和农村日间照料中心等服务设施逐步
将居家养老服务向农村地区推广延
伸，已实现全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全覆盖。尤其是大力开展“长者饭
堂”助餐服务试点，采取“政府补一点，

企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慈善捐一
点”的方式，为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无偿、低偿午餐服务，实际价格
16元/份，特困老人实行免费享用、城
市低保家庭老人、优抚对象和城市孤
寡困难老人只需支付3元，其他本辖
区户籍老年人低偿收费10元，同时为
行动不便和失能、失智老人免费提供
送餐服务，较好地解决了社区老年人

“吃饭难”问题。

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各市县有开展养老服务社区565个

截至2018年末，全省60周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141.03万人，占
户籍总人口的15.2%；其中65周岁及
以上户籍人口为99.51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10.7%；80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为30.81万人，占户籍总人口
的3.32%。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民政
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
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是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
养老服务制度，是老人安享晚年的“保
护伞”，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催化
剂”。在海南加快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背景下，养老服务工作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全省各级民政

部门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工作理念，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作为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思想引领和理论基础，加快养
老服务提质升级，不断增强老年人获
得感幸福感，努力探索适合省情的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路子。

近两年，省民政厅紧紧围绕养老
服务业“放管服”改革，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精神，出台了
《关于推行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
指导意见》、《海南省公办养老机构公

建民营实施办法（试行）》、《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规范（试行）》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为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
供了政策支持。同时，认真梳理汇总
现行养老服务优惠政策，公开养老服
务投资指南，为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提
供依据和支持。

近年来，我省老年人福利不断提
高。从2018年1月起，海南省百岁老
人长寿补助金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
3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省级
财政预算安排 1162.2 万元，全省有
2093名百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长寿
补助金。

在此基础上，全省各市县根据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全面建立

老年人高龄津贴普惠制度，分年龄
段为全省30.81万名80周岁以上高
龄老年人发放 30 元-1000 元不等
的高龄津贴，以上两项补助共发放
4.9亿元。

其他福利待遇方面，各市县人
民政府根据失能程度等情况对生活
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
护理补贴。基层医疗机构每年对困
难老年人免费提供包括体检在内的
健康管理服务；为高龄、失能老人提
供上门诊疗或设立家庭病床服务、
实施家庭助浴助洁等居家养老服
务。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为经济困难
老年人开展义务法律咨询、免费办
理遗嘱类公证等。

政策先行 出台一批养老服务法规政策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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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在环境优美、设施齐备的
省托老院，工作人员为老
人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欢
庆活动，院内到处是老人
们幸福的笑容。“随着托老
院入住的老年人增多和服
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老年
人对托老院产生了更多的
依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自愿选择留在院里过节。”
省托老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
会老，大家都关心，养老是
我省民生工程的一项重要
课题。近年来，我省积极
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突出抓好社区和居家养
老、提升服务质量等关键
环节，逐步推进与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多层
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初
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
务水平和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幸福指数都有了较大
提升。

我省着力提高养老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加快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让“夕阳”更暖更红

海口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提高服务能力

海口市于200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是海南省老
龄化程度最高的市县。据人口统计数据分析，截至
2018年底，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27.71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的15.6%。其中80岁以上
高龄老人有4.07万人，占老年人口比例的14.69%。

2017年11月，海口市被国家民政部、财政部
批准列为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第二批改革试点地区。笔者了解到，为尽快形成
具有海口特色、有亮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
点成功经验，市、区地方财政加大了对海口市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资金投入。

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方面，海口市大力
抓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目前已建成74家，
其中72家已投入运营，较好地为辖区内生活不能
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人
提供日托、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娱乐和
交通接送等日间照料“托老”服务。同时，也为辖
区内无暇照顾父母的上班子女解除了后顾之忧，
有效提升了海口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整体水平。今
年海口市还将新建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力
争2020年达到100家建设目标。

海口市还全力推进社区长者饭堂助餐服务试
点，不断拓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内涵。为解决老
年人“做饭难、吃饭难”，努力提高群众幸福指数，海
口市积极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在全省
内率先开展社区长者饭堂助餐服务试点，坚持以广
覆盖、保基本、可持续为原则，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助餐需求，并面向全体老年人提供助餐服
务。社区长者饭堂助餐服务采取“政府补一点、企
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慈善捐一点”的方式进行运
营，以“保本微利”的标准，逐步实现助餐服务的专
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发展。目前全市已有25个城
市社区长者饭堂相继启动运营，重阳节将又有13
家乡镇长者饭堂启动运营，进一步扩大受惠老年人
覆盖面，受到了老年人的普遍欢迎，得到社会各界
的充分肯定和极大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与此同时，海口市搭建“互联网+智慧”养老平
台，打造无围墙虚拟养老院。重视“互联网+智慧”养
老信息建设，打造了12349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实现市、区、街道（镇）三级养老服务信息全
覆盖，建立完备的老年人基本信息库、居家老人专属
安全网络及全方位的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监管体
系，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餐饮配送、紧急求
助、健康管理、电子商务、服务缴费等一站式高效、便
捷的居家养老服务，并分批次为特困老年人发放
3574部“一键通”老年人专用手机，形成了“随叫随
到”的居家养老服务圈，无围墙的“虚拟养老院”。

同时，今年海口市还将对服务平台进一步升
级改造，以“大数据为支撑，终端产品为纽带，服务
为核心”，配套建设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的智慧养
老体验中心，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智能设备体
验、健康咨询、中医养生、康复训练、老年娱乐等服
务项目。到2020年“一键通”老年人专用手机将
达到8000部以上，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
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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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快建立健全
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我省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
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快建立健全
我省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养老、孝
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农村留守老年
人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和基本制度全面建立，关爱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关爱服务普遍开展，养老、孝
老、敬老的乡村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意见》提出，要摸清农村留守老年人基本情
况，乡镇、村（社区）要对农村留守老年人开展全面
排查，准确掌握数量规模、经济来源、家庭结构、健
康状况、照料情况等基本信息，做到精准界定、精准
排查、精准识别；建立关爱服务清单，村（社区）要建
立联络人和定期探访制度，设立联络服务人员，建
立常规性的关爱服务清单，通过村集体投入、社会
捐赠等形式，为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关爱服务，确
保农村留守老年人得到基本生活照料；提升赡养人
（扶养人）的守法意识。增强村规民约对家庭的道
德约束，发挥孝亲敬老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村民
委员会、老年人组织或者赡养人（扶养人）所在单位
应当监督赡养人（扶养人）履行赡养、扶养义务，对
存在弃养、虐老等情节严重的，相关执法部门要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
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农村留守老
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的积极作
用，鼓励农村留守老年人开展互助养老。建立关爱
农村留守老年人志愿队伍，加大对志愿者招募和培
训力度，动员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与农村留
守老年人结对帮扶，为留守老年人提供多形式的关
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留守老年人救助机制。对独
居、失能、贫困、高龄等特殊困难留守老年人要随时
掌握情况并及时实施关爱救助，发现留守老年人外
出流浪乞讨、遭受非法侵害、发生危重病情、患有严
重精神疾病、面临重大困境等情况时，联络人要及
时向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由乡镇人民
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实施关爱救助。

近日，走进环境优美、设施齐备又
安静的省托老院，洋溢的笑容写满在
每一个老人的脸上。“到托老院养老，
不仅减轻儿女的负担，也节省社会养
老成本。”入住的老人说。

据了解，作为我省第一所省级综
合性、多功能、高水准的养老服务福利
机构，海南省托老院主要接纳城市无
人照料的老人和低收入、独居、空巢、

失能等养老困难的老年人，承担全省
社会老人住养护理、康复保健、文体娱
乐、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服务工作。

养老关系民生，情牵百姓。近年
来，我省养老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先后
投入资金13亿多元，规划建设和维修
改造省、市县中心托（养）老院19家，
新建、改（扩）建农村敬老院上百所，建
设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8

个。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类养老服
务机构198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13
家，公办养老机构185家。

我省通过连续3年开展养老院服
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共投入7500万
余元用于养老机构的设备设施改造，对
消防安全、生活环境、健康档案、食品留
样制度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推动全省
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进一步消除，管

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医养结合进一步融
合、责任意识进一步提升，全省养老院
服务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为特困老人、
失能老龄老人提供了优质养老服务。
2019年，省民政厅联合卫健、市场监
管、消防等部门持续开展2019年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从“清隐患、
防风险、补短板、促达标、提质量”等方
面，持续加强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加大投入 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如何保障长寿岛上的老人“老有
所医”，是我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近年来，我省大
力推进医养结合，推动各级、各类养老
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或在养老机构内
设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内设养老康复
床位，促进老龄健康服务。

在过去的一年，全省132家养老
院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医院签订合作协
议，75.86%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
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80%以
上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优先挂
号、优先就医、康复护理等便利“绿色
通道”服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推进医疗服务延伸到社区家庭，65岁
以上老年人签约率51.65%，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和计生特殊家庭签约率
100%，让老年人更好享受基层医疗
服务。重视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为辖区内65岁
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健康管理
率达53.33%。

全年实施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
救助81.25万人次，其中资助贫困群
众参保参合43.40万人次，住院和门
诊救助37.85万人次，累计金额2.45
亿元。我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范围扩
大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34个统筹
区，实现海南与全国各省市异地医保
结算服务全履盖，为全国各地“候鸟”
老年人到海南旅居养老养生就医提供
更加便利条件。

不仅如此，我省养老护理人员培
训体系初步建立。在培养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提升养老服务能力方面，主要
采取培训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
培训标准规范、专业技能、安全管理等
内容，积极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消防安
全、医疗卫生、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
全等专业的培训。海南省托老院作为
民政部授牌的“民政行业职业技能鉴

定培训基地”和“民政标准化示范单
位”，承担着提升我省养老从业人员能
力的任务。

今年9月，海南省托老院作为承
办单位举办了全省养老护理员职业
技能选拔赛，各市县养老服务机构积
极按要求推选人员参赛。选拔赛遵
循公开、公正、公平、优中选优的原
则，严格按照全国竞赛的相关要求对
参赛人员进行考核和筛选，通过选拔
评比的参赛选手将代表海南参加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九届全
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养老护理
员职业竞赛。

推进医疗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保障老人“老有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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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文联路，老年人在一起排练舞蹈。

海口市遵谭镇敬老院，老人在食堂就餐。

在省托老院，老人在享受护工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