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高端养老服务价格高昂，政
府兜底、 支持特困群体的养老机
构又住不进去， 对于占老年人口
绝大多数的普通工薪收入老年人
来说，能否获得价格合理、方便可
及、质量有保障的养老服务，成为
当前中国养老面临的一大课题。

记者近日采访权威部门、专
家及多地养老机构了解到， 通过
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中
国正努力探索一条中国式普惠养
老之路， 让亿万老年人能够获得
“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好、买得
安”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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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银发浪潮面前，要政府市场协力、城市
乡村统筹、家庭社区共建，破解养老“一床
难求”课题，做好“一张床”温暖文章。

让每一个人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既是
政府责任，又是家庭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政府、企业、个人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政府要在老龄化社会发展规划、养老制
度建设方面提供支撑。 当前要按普惠养老城
企联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坚持政府支持、社
会运营、合理定价，推动城企合作，参加的城
市要切实实现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40张、
护理型床位超过60%目标。要结合顶层设计与
基层实践，不断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满足
社会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增强老年人及其家
庭和全社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都会老，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破
解养老“一张床”课题，要统筹城市与乡村，
把养老问题放到城乡融合的大局中考虑。
按党中央要求，2020年解决1亿人的城镇落
户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与社会的系统
工程，包括城乡养老统筹。随着城市打工者
的长期定居化， 以及外来老人为城市子女
照料孩子等因素， 我国城市外来人口老龄
化是一个新现象， 也体现了统筹城乡养老
问题的迫切性。统筹解决城乡养老问题，为
打破城乡二元化格局所必需， 也是为城市
人口解决后顾之忧的客观要求。 我们的国
土空间规划，要坚持城乡一体，统筹人、地、
钱等要素，使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与应
对老龄化问题互相借力、协同解决。

一张床连着一个家， 一张床连着一生
记忆。解决养老问题，还要立足社区，更好
实现就近养老、居家养老。我们生于斯、长
于斯的社区， 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心理慰
藉。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作，强调社区是
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是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神经末梢。 城市管理和服务力量下
沉，社区养老问题是一个试验田和试金石。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堡垒作用， 通过自治章
程、 居民公约等， 弘扬爱老尊老的公序良
俗，引导居民互帮互助，崇德向善，把社区
养老平台建成为群众解决操心事、 烦心事
的重要抓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一张床”有大文章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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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起、买得到：
“政府+市场”能否解开
养老服务供需失衡之困

“我们看了好几家， 最终选
定这里。 排了大半年队， 终于住
进来了。” 81岁的刘荣英告诉记
者， 她和老伴去年入住北京西六
环某养老中心， 这里离家不太远，
附近有医院， 每月费用约9000元，
凭两人退休工资尚可承担。

该养老机构负责人介绍， 目
前这里居住了约400位老人， 按照
递交的申请表统计， 常年有约百
位老人等候入住。

与这家养老机构的“火爆”
相比， 同在北京、 距离延庆区城
区3公里左右的一家养老院却是另
一番景象。

这里每个月人均收费2000多
元， 远低于市区很多养老机构。
然而， 该养老院院长告诉记者，
或许是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护理
人员不足、 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
目前全院只入住29位老人， 入住
率不到三成。

一面是一些养老机构因离城
市中心较近、 收费合理、 服务质
量高而“一床难求”， 一面是一些
养老机构入住率严重不足， “冰
火两重天” 背后， 折射出当前中
国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现实问题。

“大城市养老难是当前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主要
难在一些核心城区养老机构‘一
床难求’， 难在老年人需要的安全
可靠、 质优价廉、 就近就便的养
老服务紧缺。”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
副司长黄胜伟坦言， 这背后反映
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也与社区养老设施不足、 专业人
才紧缺、 服务质量不高、 养老服
务机构可持续发展环境不完善等
密切相关。

记者在调研多家养老机构后

了解到， 土地或房屋租金费用， 是
养老机构运营最大的成本开支。
“大城市房租成本一般要占30%至
40%。” 民营养老机构寸草春晖创
始人王小龙告诉记者， 如果这部分
成本明显下降， 对降低养老服务价
格将发挥关键作用。

今年初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启
动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
动。 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提供一
定建设补贴支持， 吸引城市政府
和企业自愿参与。 在这个过程
中， 城市政府提供包括土地、 金
融、 财税等优惠政策， 大幅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 企业则承诺提供
有质量保障的养老服务， 价格与
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退休
金等相适应， 让普通工薪阶层老
年人买得到、 买得起。

突破养老服务业面临的成本制
约， 企业也在探索。

“国资国企拥有物业资源优
势， 发力健康养老产业既是责任
使然、 优势所在， 也是发展之
需。”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
院长罗新宇说， 进入养老服务业
可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带
动作用， 在改善养老产业结构性
失衡、 探索市场化经营之路等方
面作出有益尝试。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当前既
有国有资本稳扎稳打、 不断布局，
也有国企和民企共同合作、 优势互
补， 还有民企逐步做大， 向品牌
化、 连锁化发展。 通过政府、 市场
多方努力， 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解
开困扰中国养老发展的“成本之
锁”， 一条有效对接供需的中国式
普惠养老之路日渐清晰。

买得方便：
深度融合让老年人

获得方便可及的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社区的首开寸草
亚运村养老院是一家以融合式养老为特色
的养老机构， 院区能为50余位失能、 半失
能、 失智及高龄等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提
供入院护理服务， 同时可为周边老人提供
日间照料服务和助餐、助浴、助医、助洁等
居家上门服务。

“以社区养老为中心，辐射周边3至5
公里内13个社区约万名老人， 为他们组
织活动、提供日间照料、心理照护等，同
时连接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 实现融合
养老的功能。”王小龙说。

数量众多的老龄人口、 多样化的养
老需求， 使得融合居家社区养老和机构
养老的模式应运而生。

王小龙对记者说， 对绝大多数生活基
本能够自理的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生活、
心理和社会交往需求可以通过社区和居家
养老满足，但对于失能、半失能、失智及高
龄老人来说， 社区附近的专业照护机构是
比较理想的选择。

记者在这家养老机构看到， 一层是日
间照料中心，为附近居家老年人提供就餐、
公共文化活动、心理慰藉以及上门助洁、助
浴等服务。二层以上是机构，为需要护理的
老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 从公共空间到
居住房间，小到一把座椅、大到卫浴设施，
都配备有专业的适老设施， 几乎每一处都
是无障碍设计。 这家养老机构同时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连接， 并和中日友好医院医

联体建立绿色通道。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居家社区养老和医
养结合。“为此，我们提出支持养老服务骨干
网建设。重点是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嵌
入式、分布式、小型化养老服务设施和带护
理型床位的日间照料中心，增加家庭服务功
能模块，强化助餐、助洁、助行、助浴、助医等
服务能力。同时支持专业化、医养结合能力
突出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强化对失能、失
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他说。

据了解，在最近修订的《普惠养老城
企联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将社区养
老服务税费优惠等最新政策纳入“地方
政府支持政策清单”。 同时按每张养老床
位2万元的最高标准支持居家社区型和
医养结合型机构建设。

买得好：
“我们一直在努力了解

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型养老、旅
居型养老、 学习型养老……伴随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人养老需求呈现多
样化、多层次的特点。

“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应有不同发
展重点，同时都要与医疗、便民等服务紧
密结合。”国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业
务发展部总经理高婕说， 对于具有一定
规模的专业化养老机构， 可有效利用其
设备、仪器、器材等资源，为老龄居民提
供专业康复训练； 学习型养老服务机构
可扩大服务范围， 为周边老龄居民提供
文化服务；旅居养老服务机构，可以为旅
居养老群体提供健康管理、 慢病管理等
服务实现医养结合……

让亿万老年人获得支付得起、 方便
可及、使用满意的养老服务，是一项需要
从政府到企业， 从机构到个人都努力探
索的事业。

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看
来，从专业护理人员，到专业的适老设备，
从对老年人的心理关爱， 到整个社会对老
年人的接纳和关注度，迎接老龄化社会，中
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首开寸草亚运村养老院有一个屋顶
花园，一个个小型花圃中，老人们亲手种
植的植物蓬勃生长。花园一角，一个公交
站牌和一个邮筒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工
作人员介绍说， 一些失智老人会有情绪
焦躁的时候， 这时看护人员会陪着他们
到站牌前等等公交车， 或是给家人寄一
封信，来安抚老人的情绪。

细微之处的设计、人性化的关怀，对
于步入暮年的老年人来说， 如同春风细
雨，融化人心。

“我们还没有老，很难完全体会老年人
的感受，但我们要一直努力下去探索了解他
们的需求，因为我们都将老去。”高婕说。

在欧晓理看来， 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儿童和老年人的态
度。“从老年人的眼睛、 儿童的眼睛来看一
个城市， 他们的需求是否能在城市中得到
足够的关注和满足。我们正努力推动，使之
成为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一个标准。”他
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 � � �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港
东村，76岁的王嘉宝在院子里把吃剩的
菜用来喂狗。该村有十多位“抱团养老”
的老人，每天一起逛街买菜、跳舞、打麻
将，如同多年老友。 新华社发

� � � �在安徽省五河县特困人员养护院， 工作
人员陪老人晒太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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