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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万老人高质量生活有保障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荣获“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广州百万老人该如何高质量

的安享晚年生活？ 广州市民政局

社会福利处（现养老服务处）作为

承担养老服务工作的职能处室，

着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全覆盖、多层

次、多支撑、多主体的养老服务格

局基本形成，整体水平居全省、全

国前列， 先后被确定为全国养老

服务业综合改革、 中央财政支持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和医养结合试点城

市。 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荣

获今年 " 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

称号， 广州市社会组织研究院获

今年“广州市先进集体”称号。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创新成果

长者饭堂

成养老休闲家园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目前已经形

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

例如， 广州市率先建立全市统一、困

难优先、公开透明的公办养老机构入

住评估轮候制度， 已有超过 3200 位

老人通过轮候入住。 每年投入 1000

万元开展为老服务公益创投，四年共

择优资助 263 个为老服务创新项目，

培育了一批好项目和专业社会组织。

广州市大力发展以“大配餐”服

务为重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率先

建立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

度，将重度残疾人纳入养老“大配餐”

服务体系，深化医养结合，大力促进

“家政+养老”融合发展；加强农村留

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大力发展嵌入式

养老机构，积极探索“大城市大养老”

模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创新成

果。 建立长者饭堂 1024 个，覆盖全市

街镇、村居，并以此为平台和抓手，提

供医疗护理、健康体检、健康宣教、营

养指导、康复训练等服务，不断拓展

服务内涵，使长者饭堂成为社区老年

人健康养老、休闲社交的共同家园。

据介绍，2017 年， 广州市中央财

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绩效考核被民政部、财政部评为优

秀，全覆盖社会化“大配餐”服务体系

项目获“年度中国十大民生决策奖”，

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养老服

务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推行长者饭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3 项做法

被省委深改组复制推广，养老服务社

会化、公办养老机构统一轮候、解决

养老机构历史遗留问题等做法获上

级民政部门和兄弟省市同行肯定，

“广州市建立‘长者饭堂’提升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水平”纳入今年全省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会议 10 个改革典型案

例，并被中央改革办刊发推广。

构建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养老服务体系

社会力量成提供养老服务主体

截至2018年底， 广州市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169.3万， 占户籍

人口的18.3%。 通过广州市民政局

社会福利处的不懈努力， 广州市已

形成了全覆盖、 多层次、 多支撑、

多主体的养老服务体系。 居住在广

州的全体老年人， 不论城乡、 不论

户籍、 不论区域都能享有基本养老

服务， 失能、 独居、 空巢等特殊困

难老年人得到重点关爱。

在兜底保障方面， 广州市为

三无、 低保低收入、 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人员等8类老人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 为全市所有老年人

购买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 资助

低保低收入、 计划生育特别扶

助人员等5类困难家庭开展无障

碍设施改造 ， 资助本市常住的

失能 、 独居、 高龄老年人使用

“平安通” 智慧养老服务。 建立

健全具有广州特色的独居、 空巢、

失能等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每年

提供定期关怀服务438.5万人次、

定位服务27.3万人次。 政府出资为

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综合险， 覆盖

率、 参保人数列全省第一。

在硬件设施保障上， 广州市编

制了 《广州市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

局规划 （2013-2020年）》， 积极妥

善解决养老机构历史遗留问题， 人

均养老用地面积达到0.25平方米。

目前， 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床

位占70%左右， 85.5%的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 95%的长者饭堂交由社会

力量运营， 社会力量已成为广州市

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 此外， 广州

还在跨境养老服务合作方面取得突

破。

养老机构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达 50％

五星养老院占全省近一半

“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

近年来， 广州市以老年人服务需求

为导向深化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多元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广州全面拓展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 搭建“区综合体-街镇综合

体-村居活动站点” 居级实体服务

平台， 形成纵向贯通市、 区、 街

镇、 村居， 横向整合各部门资源，

涵括上门服务、 日间托老、 综合服

务等功能多样的服务网络， 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覆盖率100％， 提前实

现国家、 省提出的各项目标。 目

前， 全市有11个区级、 153个街镇

级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24个居

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 1460个星光

老年之家、 1144个农村老年人活动

站点、 1024个长者饭堂、 188个社

工站。

在养老院养老方面， 全市养老

机构189间，养老床位6.5万张，居于

全国前列。 省三星级以上养老机构

20家，占全省33％；省五星级养老机

构9家，占全省47％。 养老机构护理

型养老床位占比达50％，其中市、区

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

达78％，民办养老机构床位占70%左

右， 提前实现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

政府运营养老床位数占比不超过

50%、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30%的

目标。

在医养结合方面， 广州支持医

疗机构通过开设养老专区、 举办医

养结合机构、 转型为护理型养老机

构等方式提供养老服务。 积极推进

社区医养结合试点和长期护理险制

度试点， 推动医疗卫生资源进社区

和家庭。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社区护

理站， 推进社区医养结合， 为老年

人提供各类专业护理服务。 实施高

龄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护商业险， 对

80周岁以上重度失能老年人长期照

护服务按比例予以报销。

广州居家老人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人群覆盖率65.74%； 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设老年病科比例为55家， 占

比40.4%； 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

覆盖率90%； 为老年人提供挂号、

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的医

疗机构达90%以上； 共145个街镇建

立医养服务合作关系， 为248家社

区居家服务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获

“广州市先进集体”称号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

（简称“广州社

研院”）

今年获得了“广州市先进集体”称

号。 广州社研院成立于 2014 年，是国内

首个由政府指导、高校合作、社会参与的

5A 级社会组织，是“十三五”时期广州民

政科研基地、共建共治共享实践基地。已

拥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 法律

工作专业人员，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等 62

名特约研究员和特约高级研究员团队。

广州社研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

合党建专家智力优势， 联合广州市社会

组织联合会编写广东首部关于加强社会

组织党的建设的教材———《社会组织党

的建设》。深入实施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手拉手”专项行动，委派党建指导员

对社会组织开展党建联系指导， 助推社

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开展咨询服务，参与编制了《广州市

社会组织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

2020 年）》。 专注课题研究，参与起草 10

多份社会组织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 20

多项社会组织课题调研形成专项研究成

果。先后发布《广州市社会组织现状及发

展趋势报告》、《广州加强和创新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研究报告》等。 2017 年，广州

社研院承办的“新形势下加强民政部门

基础工作研究” 课题在全国民政论坛上

荣获一等奖。 注重学术出版， 编辑出版

《广州社会组织》刊物，突出报道广州社

会组织的创新发展经验和探索实践。 定

期出版《广州市社会组织发展报告》，以

蓝皮书形式总结、宣传推广“广州经验”。

打造培训品牌， 编辑出版广州首套 8 本

社会组织培训教材丛书， 累计开展各类

培训近 150 场， 直接培训人数 20000 余

人次。

开展评估服务， 广州社研院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积极承接各类评估工作，在

坚持政府指导、以评促建的原则下，坚持

“促进社会组织科学发展，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的核心目标，承接市福彩金资助社

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评估项目绩效评

估、 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成效评估等

项目， 不断完善评估方案， 优化评估方

法，努力总结评估工作中的广州亮点，打

造广州模式，分享广州经验。推动交流合

作，举办广州社会组织讲坛、广州基金会

发展论坛、广州社会组织研究年会，积极

与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中国国际民间组

织合作促进会等机构互动交流， 开展深

度合作。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团队。

老人在广州市老人院得到悉心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