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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州 市 民 政 局
永民建复字〔2018〕4 号 A 类

对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1099号建议的答复

周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国有养老体系的建议》收悉。我局

高度重视，组织力量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具体落实措施。

现将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一、前段建议办理所做的主要工作

根据市政府召开的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交

办会的安排，2018 年，我局共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 16 件，

市政协委员提案 8 件。为做好建议和提案答复办理工作，我

局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局长吴剑林

为组长，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爱玲同志为副组长的的人大

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并于 4 月 24

日召开党组会议，进行了专门安排部署，分解落实责任到具

体科室。您的建议由福利科负责具体答复。二是制定了《永

州市民政局 2018 年人大代表建议与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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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对于您提出的建

议，我们由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爱玲同志主抓，局办公室、

社会福利事务科具体负责。根据您所提建议内容，6 月 8 日

我局邀请您一同参加零陵区富家桥敬老院实地调研，考查富

家桥敬老院设施的运营情况，并于当天下午听取零陵区政

府、民政、卫计、财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专题汇报。

二、对建议案的具体答复

（一）关于建立市县两级国有养老院的问题

首先，建成并投入运营了一大批城乡养老设施。市民政

局在完善政策扶持的基础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2010 年以

来，市县两级陆续投入资金约 5.4 亿元，新建市县社会福利

中心 12 所（其中 3 所在建），新建改扩建农村敬老院 76 所，

新建农村幸福院 784 个，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小型

养老机构等基层养老服务设施 85 个，新建城乡养老示范点

783 个，新增养老床位 15093 张。其次，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面不断扩大。通过规划引领、加大投入、纳入民生实事项目

范围、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积极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有效提升养老服务设施覆盖面，基本做到城乡全覆

盖、类型多样化。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共有公办社会福利

院（中心）、光荣院、农村敬老院、农村五保之家、农村幸

福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城乡养老服

务示范点、民办养老机构等各类养老设施 2554 个，养老床

位 32386 张，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33.3 张。正在运营的养老

机构 166 家，其中公办福利院 3 家，光荣院 3 家，农村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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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41 家，民办养老机构 19 家（含双牌县社会福利中心、

祁阳县社会福利中心、江永县社会福利中心、宁远县社会福

利中心等 4 家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二）关于融合医疗单位资源，立足于医养结合的问题

目前，我市民政部门在探索开展公建民营、民办公助、

医养结合等模式取得初步成效。双牌县社会福利中心委托康

乐年华集团运营，是全市首家公建民营福利机构，也是民政

部第一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单位，试点成效在 2016 年

全省养老服务业推进会上得到推介；江永县社会福利中心委

托现代医院运营；道县社会福利院与县中医院联合创办了医

养结合养老机构；祁阳县福利中心委托永和养老中心公建民

营，采取医养结合模式，被推荐为“湖南省十大社会养老服

务品牌”候选单位；宁远县社会福利中心委托湖南青树大健

康产业公司公建民营，采取医养结合模式。2017 年，在全市

27 所农村敬老院建设护理型床位 670 张。这些探索与改革，

有力促进了我市养老服务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

根据分工，医养结合工作由卫计部门牵头，民政等部门

积极参与。2017 年，市卫计委牵头向省里推荐了蓝山县为医

养结合试点县候选单位，祁阳永和养老中心和零陵区接履桥

敬老院为医养结合示范试点项目候选单位。就永州市来说,

目前全市初步形成了三种医养结合模式:一是协议合作型。

全市养老机构基本上都与就近的公立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立医院为养老机构开通了预约、急救、转诊等绿色通道,

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巡诊、健康管理、保健咨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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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医养融合型。即集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资质于一身

的医养结合机构。目前,祁阳永和医院、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健康产业示范园”、新田县生态健康养老医疗中心、宁远

县福利中心等医养结合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三是居家医养

服务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上门巡检、

社区护理、健康管理等基本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已签约 36.7

万名 65 岁及以上人群。

今后，市卫计委、市民政局将紧密配合，制定出台推进

医养结合的具体实施办法和相关鼓励扶持措施，切实解决推

进医养结合工作当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三）关于在建立国营养老机构的同时，也要继续发展

现有的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社区养老等形式的问题

1.做好政府主导。近年来，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始终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

多方参与、统筹规划、市场推动”的原则，不断推动“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市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民政、财

政、发改、人社、住建、卫计、国土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明确规定了各部门职责。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将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多次专题调研，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力

促进了全市养老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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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政策扶持。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永办〔2010〕54 号）、《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14 号）、

《关于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实施办法》（永政

发〔2015〕8 号）、《关于印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永政发〔2016〕12

号）等系列文件，从规划立项、土地供给、税费优惠、信贷

支持、资金补贴、医养融合等多方面予以扶持，强化政策保

障，为加快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市民政局认真落实我市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在资金补

贴方面享有的扶持政策。如：新建和改扩建养老服务机构，

分别给予每张床位 3000 元、1500 元的一次性建设资金补贴，

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70 万元；经考核合格的养老服务机构，

按实际入住人数，给予每人每月 50 元的床位运营补贴，补

贴期限最高不超过 5 年。2013 年以来，市县民政部门为全市

民办养老机构发放床位营运补贴 390 万元。

3.发展居家养老，不断创新社区养老服务方式。一是加

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按照就近方便、小型多

样、功能配套的要求，充分挖掘闲置社会资源，将城镇中废

弃的厂房、医院等，事业单位改制后腾出的办公用房，乡镇

区划调整后多余的办公楼，以及转型中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

事业单位举办的培训中心、疗养院及其他具有教育培训或疗

养休养功能的各类机构，经过一定的程序，整合改造成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城乡养老示范点等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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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增强城乡居家养老服务功能。为形成辐射全市的

居家养老服务网络，2016 年我们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

完成了双牌、冷水滩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呼叫平台项目建设。

2017 年争取并完成了零陵、祁阳、东安、道县、江华、宁远、

蓝山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呼叫平台项目建设；2018 年新田、江

永、回龙圩、金洞、永州经开区也已获得资金支持，现正在

建设中。冷水滩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呼叫平台为我市首个养

老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平台搭建完成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

索如何有效将平台运营起来。2017 年，在前期对冷水滩区肖

家园街道又一村试点社区充分调研摸底的基础上，我们依托

该平台，开展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的有益尝试。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平台运营与基本养老服务补贴有

效对接，一次性将冷水滩区 65 岁以上的城市失能、半失能

困难老人，特困家庭中低保老人，乡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的等

1300 多名老人纳入了试点范围。在就委托服务协议有关内容

与冷水滩区法制局、采购办等多部门磋商后，与委托运营方

永州和美家政公司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合同中对服务质

量、服务内容、服务结算方式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和美家

政服务公司在 240 元/年（超支部分由服务对象自行支付）

的政府补贴范围内，每月定期或不定期为试点对象提供生活

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目前，平台运作良好。待新田、江永、回龙圩、金洞、永州

经开区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建设任务，我市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呼叫平台将实现全覆盖，为下步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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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有利条件。二是深化居家养老签约服务。这项工作

主要以卫计部门为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县区正在积极

探索推进这项工作。其中零陵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

立以家庭医生为主体的“点对点”签约服务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按照“一村一医”的要求，配齐配强全区 299 个村级执业

（助理）医生的同时，从全区范围内挑选了近 400 医务人员，

组建 128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定期定点深入村组（社区）

和家庭，为老年人开展建“点对点”的签约服务和分级分类

健康管理。2017 年，零陵区各级医疗机构签约服务老年人口

19.69 万人，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 8.8 万份，老年人健康档

案管理率达到了 95%。但是，现行的以疾病医疗为中心的医

保支付政策，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早期诊疗、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等医疗需求还未出台相关支付标准等问题制约了签约

服务的发展，也是我市目前推进医养结合面临的诸多问题之

一。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加强与发改和卫计部门的协调与衔

接力度，一方面，争取他们尽快提请市政府出台医疗卫生与

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方案，推动“医”和“养”进一步融

合。另一方面，协同卫计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卫健委、国家发

改委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

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力发展社区和居家护理服务，鼓励医

联体内二级以上医院通过建立护理联合团队、一对一传帮

带、开展社区护士培训等形式，帮扶带动基层医疗机构提高

护理服务能力。鼓励二级以上医院优质护理资源加入家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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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签约团队，为社区群众提供专业化护理服务。支持护理院、

护理中心以及基层医疗机构大力发展日间照护、家庭病床和

居家护理服务，为长期卧床、晚期肿瘤患者、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适合在家庭条件下进行医疗护理的人

群等提供居家护理服务。鼓励有资质的劳务派遣机构、家政

服务机构等积极开展护理领域生活性服务，增加生活照料、

挂号取药、陪伴就医、辅具租赁以及家庭照护等服务。再一

方面，不断创新社区养老服务方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发展

居家养老“互联网+”模式，采取“一键通”、健康档案、服

务手册、社区呼叫系统、有线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加快养

老服务信息化建设，完善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

四级养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加快建成贯通上下，覆盖全市、

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

感谢您对民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

的宝贵意见。

永州市民政局

2018 年 6 月 18 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联工委各 2 份

经办人：屈秀梅 联系电话：18174611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