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州（市）民政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推广行业护理标准，提高养老护

理员技能水平，推动我省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结

合我省实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

定了《云南省养老机构照护分级照护质量评价》（试行），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

时向省民政厅反映。

【北京】朝阳社区老人组队服务“老年人帮老
年人”

有市民爆料称，朝阳区吉祥里东区小区门口道路坑洼不

平，多年得不到解决，上周却被几位邻居义务修好，为社区

老人、残疾人出行解决了大问题。

参与路面修缮的夏洪江介绍，几个月前他在社区组建了

一个义务修理队，已经帮助邻居们修邮箱，换马桶，换灯泡

多次。小区居民多为老年人，大多行动不便，或身患疾病，

他们是这个义务修理队的主要服务对象。“低龄老人关爱高

龄老人，互相帮扶一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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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2022 年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11 月 12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已出台《重庆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到 2020 年，全市所有街道、社区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

盖。到 2022 年，全市所有乡镇、行政村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

施全覆盖，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率达到 90%以上，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率达到 60%以上，城乡养老设

施具备医养服务能力的比例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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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答复

民政部对“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的建议”
的答复

卢玉胜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的建议”收悉。

您的建议针对性强，对于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

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经商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现答复如下：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3〕35 号）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基层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投

入，统筹城市和农村养老资源，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通过健全服务网络、拓宽资金渠道、建立协作机制等多种措

施，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民政部对“加快推进建设医养结合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议”的答复

民函〔2019〕690 号

徐德全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建设医养结合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卫

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

部、自然资源部、医保局，现答复如下：

在加强农村医养结合工作，推动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等制度建设，进一步发挥相关保障资金的作

用等方面，民政部及相关部门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农村医养结合工作。今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

发〔2019〕5 号)，其中专门提出了“提升医养结合

服务能力”的明确要求。按照要求，民政部、卫生

健康委等部门将加快健全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体

系，不断壮大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特别是加强乡村

医生队伍建设，提高村医收入待遇，真正落实村医

补助和养老政策，努力为村医搭建“留得住、能发

展、有保障”的舞台。开展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加强对老年健康知识和老年健康服务政策宣传，提

高包括农村老年人在内的老年群体健康素养和健康

水平，营造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

民政部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政策扶持的建议”的答复

民函〔2019〕711 号

王吉永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政

策扶持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针对性强，我们将认

真研究吸纳。经商财政部、卫生健康委员会，现答复

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做好农

村养老服务，对于有效推动我国养老服务整体发展尤

为重要。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积极推动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其中《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基层和农村养

老服务的投入，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发展；通过健

全服务网络、拓宽资金渠道、建立协作机制等多种措

施，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明

确要求，启动实施农村特困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

改造提升工程。“十三五”期间，民政部会同财政部

开展中央财政支持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每年投入 10 亿元用于推进包括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在内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试点。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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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F 再现发行潮，养老目标基金是主力

养老基金纳入税延优惠政策暂时没有新进展，养老

基金中基金（FOF）的发行节奏也一度放缓。然而，进入

11 月，在 7 只明确发售日期的 FOF 中，养老 FOF 再度成

为主力。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FOF 密集发行可能与之前集中

获批有关，也可能是基金公司看好 FOF 发展，适时布

局。

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 10 月首批 FOF 成立，目前

已成立 FOF 产品 71 只，其中，56 只为养老目标基金，

15 只为普通 FOF。

多路长期资金“跑步”入市，养老目标基金提
速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本月底 A 股纳

入 MSCI 指数将完成“三步走”，由此带来巨量外资进入 A

股。此外，伴随着近期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作、更多养老

目标基金发行、增量保险资金的进入以及社保基金和企业

年金的积极增持，A 股长期资金队伍日趋壮大，规模日益提

升——

11 月 8 日，海外指数公司明晟公司(MSCI)宣布，MSCI

指数将中国大盘 A 股纳入因子从 15%提升至 20%，11 月 26

日收盘后生效。

老年人，越玩越精神

近日，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了一份

《老年群体旅游行为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50 岁以上人群已成为

高频次旅行用户，65%受访老人每年出行 3

次以上。可以看到，现在的中老年人和年轻

人一样，能独立完成在线预订，超五成人选

择独自或和朋友出游，努力打造自己的社交

圈。

张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女儿家帮忙带外

孙，操心的事多，这两年小病小痛不断。一

次偶然机会，张阿姨老两口和朋友一起去旅

游。旅行结束后，她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很

多，头晕头痛的毛病也少了。从那之后，女

儿每年都给二老安排几次旅行，让父母享受

旅行的快乐。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人退休后不想再特

别操劳，希望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很重视

自己的生活空间。《报告》显示，65%的受访

者每年出行 3次以上，并且现在老年人更看

重旅游的品质、舒适性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发布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精算报告

2019 年 11 月 10 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在北京

召开了“社保精算研讨会暨精算报告发布会”。会议分“领导致

辞或演讲”、“精算报告发布”和“社保精算研讨”等三个环节。

来自财政部社保司、财政部综合司、人社部养老保险司、中国人

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政府部门

和科研机构的嘉宾出席了会议，并就社保精算进行了深入的研

讨。

北京：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本月底前首次发放
到位

10 月 1 日起，北京将针对经济困难老年人、失能老年人、

高龄老年人新提供三类养老服务补贴津贴。首次补贴资金将在

11 月底前发放到位。据测算，预计年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约

20 亿元，75 万多名老年人将直接受益。近日，北京市民政局针

对此次政策调整发布以及怎样申请、何时到账等相关问题解

答。

据了解，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是新增的；80-89 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是原政策中止后。

养老资讯 老年说法

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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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燕山养老论坛召开，探究养老事业发展
新机遇

11 月 8 日，第二届燕山养老论坛在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

区举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专家学者、养老企业代表等

140 余人出席，探究城企联动带来的养老事业发展新机遇，

分析城企联动普惠养老的重点支持方向，并就如何推动国有

企业所在地老龄事业、产业发展进行探讨。

本届论坛分为主论坛与分论坛两个部分，分别以“城企

联动，普惠导向，宜居享老”“如何推动国有企业所在地老龄

事业/产业发展”为主题，对我国城企联动普惠养老发展趋势

及燕山养老发展方向进行交流。

论坛上，燕山办事处分别与 4 家签署了合作协议，适老

化改造服务、“享老·凤凰云健康”计划、燕山养老服务指导

中心项目在燕山正式落地；联合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

康复医院成立“老年认知障碍多模态评估与智能康复系统研

发”燕山地区应用示范基地；启动了燕山“享老居家养老

院”，以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基础建立的虚拟养老院，减轻费

用负担，满足老人足不出户，便可在家享受到专业化、标准

化养老服务的愿望。

李红兵讲到，要注重三个问题的解决，一是营养膳食平

衡问题，二是医养结合问题，三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问题。

北京市朝阳区长友养老院
是北京长者友善养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第一家养老院。

地处风景优美的东坝郊野公园边缘，面

向 3000 亩纯天然的生态公园，总建筑面积约

12000 平米，主体建筑物坐北朝南，交通便

利，紧邻机场二高速、东五环等主干线，多

条公交线路可达望京、国贸、市中心等地

区，有即将建成的两条地铁更便于出行和探

望。

院内设有单人房、双人房、六人房等各

类房间 130 余间，床位 300 张；休闲、康

复、多功能大厅、餐厅、咖啡吧、聊天、电

脑室等，为长者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障、

康复保健、心理慰籍、文化娱乐等服务，同

时辐射周边社区，为居家长者提供专业化养

老服务。是长者颐养身心、享受人生的理想

大家庭。

专家学者齐聚重庆，探
讨养老产业新生态

近年来，伴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入，养老产业、养老事业也受到了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如何打造养老产业新生态？融合养老产业新发展？成为当

今社会发展关注焦点。8 日，在重庆举办的国际养老先锋论坛上，相关政府

部门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就养老产业新模式、新运营进行探讨。

论坛以“养老新生态、融合新发展”为主题。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

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作《全国老龄工作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主旨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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