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但无障碍设

施被闲置、占用、损毁情况仍时有发生，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较为突出，无障碍设施不规范、不到位、不系统的问题依然存

在。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制定本方案。

【北京】破除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探索
“互联网+”新模式

如何探索出一条在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之外，通过市

场化手段和机制解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路径？11 月 18

日，北京首个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怡亲安安”试点

正式启动。作为北京首个以预约养老服务为主、社区老年人

团购产品为辅的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怡亲安安”目前以微

信小程序的形式上线。要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必须依靠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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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近两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投入 9.7 亿

记者昨日获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河南省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

告。

截至 2018 年底，我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1606 万，占常

住人口的 16.7%，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约 240 万。面对

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我省积极宣传实施“一法一条例”，，

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维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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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答复

民政部对“关于农村以地养老模式的建议”的
答复

民函〔2019〕716 号

韩秋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以地养老模式的建议”收悉。您的

建议对于解决农村养老服务问题，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

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经商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

部、卫生健康委，现答复如下：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民政部等多部门不断协同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发

展。一是加大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力度。2017 年底，民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

务工作的意见》（民发〔2017〕193 号），推动各地建立健全

家庭尽责、基层主导、社会协同、全民行动、政府支持保障

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机制。

民政部对“关于推进进一步提高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建议”的答复

民函〔2019〕715 号

初建美、朱桂艳等 9位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推进进一步提高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水平的建议”收悉。你们的建议对于发展

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居家社区养老需求具有重要

参考意义。经商司法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现答复如下：

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养老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提高

养老院服务质量等提出要求；李克强总理多次直接

听取养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在今年两会期间专门

强调发展社区养老服务。近年来，民政部统筹协调

有关部门，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取得较好成效。一是

政策制度逐步完善。国务院和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多

项措施推动养老服务发展，《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将

养老服务纳入重点落实任务分工；民政部及相关部

门配套出台具体指导性文件 50 多件，涵盖了养老服

务各领域；养老服务业连续纳入“十二五”、“十三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层面出台

涉老专项规划 22 部。

民政部对“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
下河北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

答复

民函〔2019〕709 号

杨震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

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中关

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养

老服务业、培养专业人才、发展医养结合、分类推进

养老机构建设等属于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关

于河北及北京、天津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河北养

老服务发展具有区域针对性。经商发展改革委、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

健康委、税务总局、医保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

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现答复如下：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养老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

老院服务质量等作出部署；李克强总理多次直接听取

养老服务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在今年两会期间专门就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国务院和

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多项措施推动养老服务发展，《政

府工作报告》连续将养老服务纳入重点落实任务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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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人身保险业尚未形成新增长点，长期
养老险有效保单仅几千万件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9）》，对 2018 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状况进

行了全面评估。

报告指出，人身保险业保费增长放缓，尚未形成新

的增长点。在新旧发展模式转换背景下，2018 年人身险

公司未能实现“开门红”。1 月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

大幅下降 25.5%，第一季度同比下降 16.82%，全年保费

收入同比仅增长 0.85%。

河北：企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率将达 80%以上

今天，以“人社厅长进社区面对面与百姓聊社保”为

主题的企业养老保险精准扩面续保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

新华区新合作广场举办。从该活动上获悉，河北将开展

“企业养老保险精准扩面续保三年行动”，主要目标为自

2020 年至 2022 年，全省企业养老保险新增参保人员不低于

220 万人，持续提高企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率，2022 年达

到 80%以上。

活动现场，省人社厅、省社保局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

还面对面为大家讲解了社保政策，并现场解答了一系列群

众关心的问题。

以房养老要让老人省心省事

与以房养老推广不易形成反差的是，不

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的幌子倒“挺有市

场”。根据媒体日前报道，有所谓主营“养

老”项目的投资管理公司开发了“资产养老

产品”。只要老人拿出房子作抵押，投资管

理公司便促成巨额借款供老人养老所需，还

负责代老人偿还借款利息。然而，履约一段

时间后，投资管理公司突然“玩失踪”，或

资金链断裂，停止为老人还款。

原本光鲜的“以房养老”，怎么就成了

骗子“钓鱼”的诱饵？因为不法之徒为骗局

“装扮一新”，专门是冲着破解痛点问题去

的。原本真正的“以房养老”牵涉环节繁

复，存在较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保险公司

开展业务不够积极，而老人们因为回馈不够

也往往不为所动。但骗局中的养老公司根本

不必考虑兑现高收益的问题，所以能甩开腮

帮子卖力吹嘘，还善于套用债权公证等合法

外衣获取老人们的信任，提高了行骗的成功

率。

上海：关于确定第一期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点
的通知

沪民残福发〔2019〕10 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6〕60 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7〕64 号）精神，

根据《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开展康复辅

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的通知》（民发〔2018〕152 号）要

求，推进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机构，本市申报

成为全国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地区。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公开征求《四川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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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 号）关于全

面加强养老服务工作的要求，我厅代省政府起草了《四川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征求

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社会保险 互动养老

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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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与实证研究项目启动

22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老龄

化背景下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实证研究项目启

动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项目为期三年，旨在通过分析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研究提

出优质高效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框架和策略，包括重点疾病

干预管理等策略和长期护理制度，促进以更加符合成本效果

的方式应对和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

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已呈现出规模总量大、老龄化速

度不断加快和高龄化的特征。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 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为 2.49 亿，占人口总数的 17.9%，且 75.8%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被至少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困扰，其中

37.2%患有血脂异常，19.4%患有糖尿病。罹患慢性疾病是致

使老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老年群体的健康福祉，

并造成沉重的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

本项目将针对中国老龄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围绕老年

人重大健康问题的全周期干预策略不完善，医疗机构老龄健

康服务能力不足，老龄长期护理制度缺失等开展一系列研究

及学术研讨工作。

北京市东城区三和老年公寓
位于东直门北小街民安社区内的三和老

年公寓，是一栋四层楼的新建住宅，环境优

雅，设施完备。

三和老年公寓由政府先后投资 500 万元

建成，建筑面积 2600 平方米，共有 80 个床

位。公寓 24 小时供应热水，电视、空调等生

活设施一应俱全。为了方便老人行走，公寓

内地板都经过防滑处理，楼道两侧还特别装

有扶手。

为了确保老人生活方便和预防突发事

件，老年公寓装置了紧急呼叫系统。每个楼

层都设有专人 24 小时值班，每个值班室里依

据本楼层房间号设有 50 张电子卡，按照顺序

记录了老人的姓名、房间号、床位和基本状

况，一有情况，只要老人按动房间里的呼叫

器，护理人员就可以根据电子卡上的灯光显

示，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去救护。

2019 江苏国际养老服务
博览会亮点纷呈

27 日，由省民政厅、省贸促会主办的 2019 江苏国际养老服务博览会在

南京开幕，一大批体现海内外老年产业最新理念的养老产品亮相。

“智慧养老，就是要让老人的吃穿住用行医更方便，让养老护理从头到

脚更轻松。”江苏宜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刁斌戴上一只手套，安全气泵充

气，手指便活动起来。“过去这些康复动作需要康复师或护理员操作，耗费大

量人力，失能老人也难以坚持，如今交给机器完成，更科学高效。”

汇 聚 我 国 一 周 养 老 产 业 时 事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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