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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饭堂 |

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困扰着
不少老人，以长者饭堂为代
表，海口初步实现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城乡全覆盖

“我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孩
子又在外地打工，自己做饭，麻
烦。”1月6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
旗镇土桥社区长者饭堂里，年过
七旬的吴清坤正在吃饭，听闻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筷子还没放下，
就竖起了大拇指：“现在不但有
荤、有素、有汤，还有了不少伴儿，
舒心！”

民以食为天。2018年，海口将
长者饭堂助餐服务列入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
探索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
区共同推进的老年助餐服务合作
机制。

如今，全市25个城市社区和
24个乡镇的长者饭堂（含桂林洋开
发区）相继投入使用，基本形成了

“社区10分钟至15分钟、外围城区
20分钟至 25分钟”助餐服务圈。
长者饭堂里每顿几元钱甚至免费
的营养餐，深得不少老年人喜爱。

吃完饭后，吴清坤一边摸着肚
子，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打听：“我
听一个朋友说，他那里的‘长者饭
堂’不止有饭吃，还有医疗服务
咧？”

让吴清坤啧啧称赞的，是海
府街道龙舌坡社区“长者饭堂”，
准确地说，这是海口第一家综合
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这
里，饭堂的旁边就是娱乐室，楼上
是按摩室和休息室。在吃饭之
余，老人们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待
上一整天，甚至还能享受到医疗、
保健等服务。

“目前我们已在海口4个区各
建了1家综合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海口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相关负责人说，此外，截至2019年
底，全市已投入运营78家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初步实现了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城乡全覆盖。2020年，海
口计划再建2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白天，老人们到照料中心吃
饭、社交，晚上等子女下班后，老人
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我们正在构建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
养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海口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了各日间照料中心
提供医疗、康复等服务外，多家养
老机构也与医疗单位建立了合作
关系。“2019年，海口 7家居家养
老机构、4 家住养型养老机构和
22个镇敬老院与就近医疗机构签
约合作。”

机构养老 |

要满足部分老人需要24小时被看顾的需求，机构养老成为
不可或缺的补充，而社会力量是极其重要的部分

“过年放假不？”
2019年12月末，住在
海口爱至家老年护理
院 86 岁的老人吴开
炫，在写字板上一笔一
划地写下这句话。院
长许磊摇了摇头，老人
枯槁的脸上绽放出笑
意，继续提笔写道：“那
我还在这儿过年。”

在海口，和吴开炫
一样年过60岁的老人
有28.82万，占社会总
人口的15.7%。根据
国际惯用标准（60岁
以上人口占比达10%
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
达 7%），海口已进入
老龄化社会。

2019 年 5 月，海
口市被批准为城企联
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试点城市，是我省唯一
入选城市。如何让老
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需要政府与社会
一同寻找答案。

“我们想为养老事业多出一份力。”在采
访中，多个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都表达了这
一意愿，但下半句却常常跟着一个“但是”。

“最难的就是选址。”2018年3月，许磊
耗资40万元，在海甸岛租下一栋别墅，准备
开办爱至家老年护理院分院区。得知消息
的周边业主，因担心扰民等问题，反应强烈，
项目最终在业主们的抗议下无果而终。

这并非孤例。2016年，海南普亲老龄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亲公司）计划在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北路金景帝豪小区裙楼建
设“失能失智老人养护中心”，同样遭到了周围
业主的极力抵制。尽管已经签订了租房协议，
取得了施工许可，项目最终还是被迫“流产”。

“要开办养老机构，选址是第一道关
卡。”许磊说。

而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的另一个普遍问
题，就是招工难。“护理员的社会认可度低、

工作强度大，大家不愿意干，干也干不长。”
金福源院长朱春霞坦言，财力不够雄厚的机
构很难为护理员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待遇。

在普亲公司负责人文山眼中，一些社会
偏见也束缚着行业发展。“有些子女把老人
送过来，又怕被别人说闲话，转头就把老人
接回了家。”文山叹了口气说，“其实，就像父
母把幼童送进幼儿园一样，子女把难以实现
居家养老的老人送进养老院，也是一种正常
需求。”

选址难、招工难、留人难、社会偏见……
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亟待
破解。

海口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9年，该局共向全市11家民办养老机
构发放建设补贴、寄养补贴、护理补贴等各类
补贴100多万元。“我们将继续加强正面宣传
教育，并提高护工待遇，努力消除社会偏见。”

根据2019年初户籍数据，我省60周岁
及以上人口为141.03万，占户籍总人口的
15.2%，根据国际惯用标准，海南省已进入老
龄化社会。在老年群体扩大、养老需求多样
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满
足不同的养老需求，成为一道社会大考题。

2019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印发《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
2022年，形成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养老的
有效合作新模式，参加专项行动试点的城市
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达到40张，护理型
床位占比超过6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60个城市参与城
企联动普惠养老试点，海口是我省唯一试点
城市。

普惠养老服务是在基本养老服务以
外，面向广大老年人、靠市场供给、由政策
引导的一种服务。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
行动，主要解决广大城市老年人尤其是中
低收入且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在选择养老
服务时面临的“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好、买
不安”问题。

专项行动聚焦普惠养老，围绕“政府支
持、社会运营、合理定价”，深入开展城企合
作。国家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引导
城市政府系统规划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城
市政府提供土地、规划、融资、财税、医养结
合、人才等一揽子的政策支持包，企业按约
定承担公益，提供普惠性养老服务包，向社
会公开，接受监督。城市政府和企业双方签
订合作协议，约定普惠性服务内容、与当地
居民收入和退休金水平挂钩的价格等，扩大
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海口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开展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的最
终目的，是实现“三提升”“两下降”“一满
意”。

“三提升”即普惠性养老床位数量明显
提升，服务质量明显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明显提升；“两下降”，即通过土地、金融
等多种政策组合支持，推动企业建设运营成
本下降，服务价格下降；“一满意”，则是让更
多老年人受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养老服
务的满意度。

“2019年5月，海口市被批准为城企联
动普惠养老试点城市后，共有4家企业报名
参与。”海口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依照国家发改委下发的相关标准，从
企业年限、供给床位、入住率、医疗、建设情
况、企业财务状况等多方面进行筛选，最终
确定了金福源和普亲公司两家企业作为项
目合作企业。”

为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海口市
政府已为两家合作企业提供了总计404万元
的资金支持。“城企联动普惠养老模式将有
效降低养老企业的建设运营成本。一方面
能降低老人的入住成本，让普通群众、工薪
阶层买得起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还能激发市
场活力，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养老，最终提升
养老服务水平。”海口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还为企业全面落实了
《方案》中提出的土地、规划和报批建设、财
税补贴、医疗、消防等16条必选支持政策和
15条自选支持政策。

“养老行业前期投资大、回本周期长、利
润较低，对企业而言压力很大。”朱春霞坦
言，“业内普遍认为，民办养老机构前5年都
是投入期。”而现在，有了政府支持，朱春霞
的后顾之忧少了，跑项目的信心强了、干
劲足了。“预计金福源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
项目2020年第一季度就能正式运营，届时
将提供 120 张床位，其中一半为普惠床
位。我们已经在南渡江院区培训好了10位
护理人员，等这个项目运营后即可马上投入
工作。”

而普亲公司的城企联动普惠养老项目
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除了政策扶持外，企
业在项目筹备过程中还得到了政府的指导，
效率提升了不少。”文山介绍，该项目计划提
供1000张床位，以护理型床位为主，“届时
项目的收费将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切实让民
众得到实惠。”

“养老是个大课题。”符仕俊认为，“离开
政府不行，离开企业也不行。”期待城企联动
普惠养老模式高效运转，探索更多有益经
验，解答好养老这一大课题。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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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难、招工难、留人难、社会偏见……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面临
诸多困难，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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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试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新模式，
让企业建设运营成本下降，服务价格
下降，让更多老年人受益

1月8日，海口爱至家老年护理院，工作人员正细心照顾老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敬老
院的长者饭堂，老人们正享用午
餐。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尽管社区养老日臻完善，但“日间供
应”的模式无法满足部分老年人需要24小
时被看顾的需求，机构养老成为不可或缺
的补充。

据悉，目前海口有25家公办养老机构，
共提供3090张床位。此外，还有11家民办
养老机构，提供3464张床位，占全市总床位
数的52.8%。在机构养老中，社会力量是极
其重要的部分。

“社会拥有人力和财力。”海口市养老文
化研究会会长符仕俊指出，“社会参与养老
能够减轻政府和老人家庭的压力。”

两年前，因脑梗塞而失能的吴开炫住进
了海口爱至家老年护理院。“一开始，吴老身
体状况不好，没有食欲。”许磊常驻在院里，
对每一位老人的情况都一清二楚。

在护理院，“吃”有一荤两素一汤，“住”有
宽敞三人间，“养”有专业护理员，“玩”有同龄
玩伴和多种文娱活动。渐渐地，吴开炫的身
体状态越来越好。

“虽然他还是说不出话，但是会用手语
开玩笑，这说明他过得很开心。”吴开炫的爱
人陈钫几乎每天都去院里陪丈夫，碰上许
磊，便亲切地唤一声“儿子”，“有一个像儿子
一样的好院长，我们放心得很！”

2001年开始运营的海口爱至家老年护
理院，是我省首家民办养老护理机构，配备
了100张床位，目前有60位老人入住。为了

让老人得到更好的照料，“我们配备了14位
护理人员，其中90%都拥有卫校教育背景。”
许磊说。

在金福源老年公寓（以下简称金福源）
南渡江畔院区，发生过一个感人的故事。

2019年9月，副院长王金凤在巡查中发
现，院里年近九旬的林瑞全因做了髋关节手
术，久卧不动，以致臀部溃烂。“你能帮帮我
们吗？”林瑞全的家人将希望寄托在拥有专
业医护经验的王金凤身上。

老人臀部溃烂的伤口，已扩展到直径
10厘米，王金凤和护理员用手将伤口的脓
水一滴滴挤出来，再把溃烂的地方一点点
清理干净，坚持每天先用双氧水消毒，再用
紫外线灯杀菌、消炎，然后敷上药膏。“为了
加快伤口愈合，院里还每天单独给我父亲
做营养餐，一个多月就痊愈了。”林瑞全的
子女感慨，“我们不懂医，根本做不到她们
这样好。”

在海口市，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海口乐成恭和苑老年公寓和海口市人

民医院合作，打造“医养结合”“双向转诊”模
式，同时开辟绿色通道，老人不用排队就可
以直接享受专家门诊服务。

在海口普亲老年养护中心，护理人员不
仅白天与老人待在一起，在老人夜间休息
时，还每半小时查看一次老人的睡眠状态，
以便及时掌握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