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扶 老 养 老 传 家 久 ，尊 老 敬 老 世 泽
长”。走进郴州市宜章县颐安南京洞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一行醒目的字映入眼帘。
再往里走，营养厨房、保健康复用房、文化
娱乐及辅助用房、医务室、健康理疗室等一
应俱全，一个现代化的养老中心呈现眼前。

颐安南京洞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按照5A
级城区养老服务中心标准，全托16人、日照
60 位老年人的服务能力确定建设规模，场
地使用面积500平方米，覆盖周边社区3万
余人，辐射60岁及以上老年人4500余人。

“人老了，就图个热闹开心。这个地方
住着很舒服，饭菜也合老年人的口味，卫生
有专人打扫。没事按摩一下，下象棋、看看
看书，日子过得很充实。”刚按摩回来的 78
岁的王大爷开心地说道。

颐安南京洞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自运营
以来，在做好入住老人基本生活照料的前
提下，每天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
动，来充实和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我们以服务中心为平台、以社区多元
化服务为主体、以专业社工服务人才为支
撑、以智能化管理和信息服务共享为手段，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一碗汤’距离 ，满足老
人养老不离家的心愿，打造家门口的养老
院。”颐安南京洞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市、县两级出台了一整套养老政策，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相信这个朝阳产
业会越做越好。

郴州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全市从“组织领导、顶层设计、
标准质量、工作措施、经费使用、检查评估”
等六个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或规范标准达
32项，通过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形成了日益
完善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精神，郴州市以养老服务工
作领导小组名义，印发了贯彻落实国办发5
号文件清单，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及工作措施；出台了《郴州市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市直相关单
位及试点县市区分别印发了试点任务清
单；制定了《2020年郴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重点任务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了试点重点建设项目内容、建设标准、目
标要求及完成时限。

同时，制定了《郴州市居家养老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制度》、《政府购买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清单》等文件，设立居家养老服务

专项经费，对半失能、失能低保、特困等三
类老人分别给予每月 100 元至 300 元的购
买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困难老年人的
获得感。

为了统一规范养老服务标准，郴州市
出台了《郴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规
范》、《郴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评
定标准》、《郴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质
量管理措施暨诚信建设规范》、《关于在养
老服务场所统一使用养老服务标识的通
知》等各项规范，全面推进全市养老服务标
准化建设。

为构建养老长效机制，郴州打出了一
整套政策“组合拳”，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
让广大群众拍手叫好。

此外，该市还因地制宜，整合各部门有
关政策资源，逐步形成部门合力。民政、财
政、人社、卫健部门联合出台了《郴州市社
会力量举办、运营养老服务机构扶持奖补
办法》，对社会力量举办、运营养老服务机
构，不再区分营利性质，均可享受政府补
贴。

郴州市“国投公司”还根据国家有关规
划和政策，聚焦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
与国企知名养老品牌“国药福芯”合作，引
资引智，联合投资建设了北湖区东风路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将上海发达城
市居家社区养老模式复制到郴州，着力做
好“国企+养老”文章。“国药福芯”有关负责
人介绍，郴州的居家养老政策体系很完善，
仅新建养老机构床位补贴最高可达 5000
元/张，运营补贴最高可达 600 元/人每月，
医养结合机构最高还可享受20万元的奖励
经费等，极大地增强了该公司在郴州扩大
医养项目建设的信心。

另外，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等
部门联合印发了《郴州市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供给管理实施办法》，对新、老小区配建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
明确了民政部门在养老服务设施“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中的具
体职责，有效保障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真正落地，试点以来已有 57 处闲置设施被
改建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立足新时代，践行新使命！郴州市通
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推
动，大力提升了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并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使郴州这座林邑之城，
成为独具魅力的幸福养老之城。

■ 白培生 李秉钧 罗 芬

（本版图片由郴州市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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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是

老百姓越来越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郴州市自

去年 9月被民政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第四批中

央财政支持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城市后，全力构建了高位推动的养老服务机

制，撬动了众多资本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业，进一步提升了养老服务能力，形成了日益完

善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前不久，在民政部、财政部发布的第四批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绩效考核结果

通报中，郴州市获评“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十佳城市”，为新时代养老大课题贡献

了郴州经验，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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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养老改革，顶层设计高位推进

郴州自古有“山川之秀甲湖南”的美誉，是
“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50大氧吧城市，
具有良好的养老服务业生态资源。目前，全市
共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80万人，占全市总
人口的15%，人口高龄化、空巢化和失能率高等
特点趋势明显。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让老年人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不仅是子女的义务，也是全社
会的责任。为此，郴州市于2019年5月，启动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申报工作，9月被民
政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第四批中央财政支持
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城市。

为做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郴州市委、市政府抓好顶层设计，高位推进，
并遵循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强化特色、示范引
领的方针，将改革试点工作纳入市委深改委重
要改革任务和全市绩效评估项目，市委主要负
责人专门作出批示，主持召开市委深改委会议
研究解决相关问题。

郴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鹏飞
多次强调，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要发扬好这一传统美德，首先是做好养老工
作，要让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参与，使全社会都
关心、尊重老年人，让他们一起分享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

获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当
月，郴州市政府就出台了《郴州市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北湖区、苏仙
区、资兴市、宜章县、汝城县、桂东县、安仁县为
试点县（市、区）。

该市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
常务副组长和 25 个市直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全
市养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养老
服务工作机制。

同时，在行业部门层面成立了由市民政局
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全市民政系统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建立双层
机制，明确和压实试点工作责任，保障全市试点
工作顺利推进。据了解，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郴州市前后共召开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推进
会、座谈会、培训会、养老领导小组会议、市委深

改委会议等12次会议。
今年 5月，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带

队赴民政部汇报全市试点工作，争取相关政策
支持。郴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徐怀好多次实地
调研、现场调度试点工作进展情况等。通过高
位推进，破解了一个个“瓶颈”。

为提高养老服务水平，该市整合、引导各类
资源，形成各级财政、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养老
的格局。如财政投入方面，郴州市政府专门召
开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提高高龄老年人补贴标
准，将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补贴资金，按每月
50%至60%不等标准提高。

同时，全面落实敬老院各项保障政策，发放
集中供养的全失能特困对象护理费、日常生活
用品购置费等，工作人员工资按不低于上年度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倍予以保障，敬老院运转
经费也予以提高。

对民办养老机构（含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各
项补贴也大幅提高。该市对新建民办养老机构
的床位补贴标准，从每床 3000 元提高到 5000
元，改（扩）建从每床 1500 元提高到 2500 元
……近两年，该市帮助 6 家民办养老机构申报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项目，争取专项资金 1.1 亿
元。

如 今 ，走 进 郴
州市的敬老院、养
老服务中心和农村
幸福苑等，总能见
到老人们舒享各种
优质、便捷的服务，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
笑容，温暖又幸福。

通 过 市 委 、市
政府的高位推动与
布局，郴州以 1700
多万元财政投入的
四两拨千斤之效，
吸引了 2 亿多元养
老企业和民间资本
的介入，他们共同
努力，构筑了日益
完善的养老服务体
系。

创新养老模式，“医养康护”有效融合

“打一个电话，就有社区服务人员上门。饭菜
有人做，家里卫生有人打扫，寂寞孤独有人陪伴，
感谢居家养老服务好政策。”说这话的是北湖区振
兴社区 70 多岁的刘阿姨。刘阿姨的孩子们都在
外地工作，是位空巢老人。

据悉，振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由郴州
市北湖区老龄委、振兴社区，通过引进全国百强企
业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结合郴州实际，
整合社区各种服务资源而成立的半公益性养老服
务机构。

“政府提供场所和资源，我们负责运营管理，
主要服务社区60岁以上、家庭养老难以承受的失
能或半失能老人。”万众和郴州子公司总经理刘思
邑介绍，这种养老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离家近，子女
前来探望非常方便。“老人可以选择入住中心，也
可以由我们提供上门服务。”

三层楼的养老服务中心共有50张床位，分双
人间和三人间。中心不仅为老人配备了护士及护
理人员，还配有娱乐室、健身康护室、手工制作室、
餐厅等功能性区域，同时还搭建了老年人健康监
测数据信息平台。已经入住的老人们，正在公共
休闲娱乐区域或打麻将，或闲聊，或按摩健身……

自 2019 年纳入全国第四批中央财政支持的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城市后，郴州

市探索“党建+养老”“物业+养老”“文化养老”“智
慧养老”等新模式，并以“医、养、康、护”融合，构建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

资兴市培育本土企业——“米乐科技有限公
司”，拓展“物业+科技+养老”功能，创建了资兴市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开发了“智能机器人”、“一键
呼叫”等终端设备，为老人提供助急、助餐、助洁、
助浴、助行、助医、医疗保健、精神慰藉各项基本养
老服务。目前已在3个日间照料中心、2个小区物
业、5个农村幸福院进行试行，有效提供了一键呼
叫、集中调度、快速直达的服务。

各试点县（市、区）纷纷结合实际，开展养老改
革创新，苏仙区飞虹路社区着重打造“文化养老”
示范基地，加强“孝文化、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家
风家庭建设”等文化养老要素的整合，同时搭建

“三社联动”支撑平台，设立“三社联动”养老服务
工作室，培育和组织一批优质为老服务组织，通过
承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志愿服务、自助服务
等方式，为社区的老人提供专业化、多元化和针对
性的直接服务，打造了老年人养老的精神家园+
生活照护基地。

郴州还开展医养结合建设，打造了北湖区绿泰
康养中心、苏仙区华湘医养中心、宜章广慈医养中

心等为代表的10家医养结合示范点。同时，加强
老年人健康管理，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全省
第一个构建“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平
台，全市常住居民老年人签约 27.69万人、签约率
58.52% ，健 康 档 案 建 档 41.99 万 人 、建 档 率
88.74%，老年人健康管理33.13万人、健康管理率
70.01%。

“各种养老模式的推出，离不开多元养老供给
主体的社会化运营与服务。”郴州市民政局局长周
明强介绍，他们引导本地龙头养老机构实行“主体
服务+加盟服务”运营，按片区托管或运营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标准化、定制
化服务，全市涌现了颐心、长乐永康、福城养老、春
添康养等为代表的本土养老服务企业。先后引进
省内外知名品牌企业，“万众和”“长乐永康”“台湾
安心”“国药福芯”“绿泰康养”“颐心养老”等特色
社会化养老机构。

同时，大力推动“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网
络平台建设，打造了郴州市、县、乡镇（街道）、社区

（机构）一体化智慧养老运营管理平台，初步实现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网上服务和实体服务相结合
的“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新格局。

目前，郴州市共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及
日间照料中心 264家，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929处，
养老床位总量达到 3.2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
床位 41.17 张，全市形成了因地制宜、覆盖城乡、
各具特色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

构建长效机制，打造林邑幸福之城

各种文化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北 湖 区
东风路社区
养老中心。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郴 州
市 开 展 养
老 护 理 技
能 培 训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