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

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

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

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

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

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围

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

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

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

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

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为维护开发银行资产安全，有效

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

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

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

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

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

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

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

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

户等。

◆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取

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利用虚假

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材

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侵占、私分和转移项目

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

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

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

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

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

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

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

以及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

质押物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虚

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理虚

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贷款项目

提供虚假担保，以及恶意转移抵质押

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

的行为。

◆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

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

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

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

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

须承担法律责任。为尽快了解更详细

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提倡举报人提

供真实姓名或本单位真实名称、有效

证件、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开发银行

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

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 四、受理联系方式
1. 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2. 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重庆市江

北区金融街1号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

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400023

电话：023-67858388

电子邮件：jubao.cq＠cdb.cn

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

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

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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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婆婆好！”中午一声来自年轻人的问候，让沙坪坝区
天星桥街道红糟房社区的陈文英老人有了个好心情。

陈文英今年77岁，独居多年，因身体还不错，一直选择
居家养老。今年8月初，她如厕摔倒在地无法起身，竟然在
厕所里躺了36个小时，直到被弟弟发现才获救。

腿部骨折后的陈文英进入半失能阶段，出院后无法下
楼，买菜、做饭、洗脚、洗澡都成了问题。

弟弟帮她请来一位住家保姆，每月3400元包吃住。可
这位保姆也已60多岁，再加上缺乏专业技能，服务不尽如人
意。另外，陈文英每月退休工资才3000元出头，刨开两人每
月的伙食费1000元、自己的药费600元，已经入不敷出。无
奈之下，她向社区打去求助电话。

“我们立即向街道反映了陈婆婆的情况，街道很快帮忙
链接到专业资源。”红糟房社区党委书记殷靓说，专业从事
居家养老服务的重庆一家公司介入进来，针对陈婆婆居家
特点量身定做了“居家养老服务包”。

“居家养老服务包”里有什么？这家公司负责人陈宏英
介绍，陈婆婆没有手机，家里的座机时好时坏，为此，他们向
老人发放了呼叫器，每天早晚，后台工作人员会通过呼叫器
与老人对话，确认她是否安好；老人养伤期间无法下楼，每
天中午11点半，专业护理员会上门送两顿饭菜，再烧水、做
清洁、陪老人聊天；两位护理员每周上门为老人洗一次澡，
洗一次衣。

“陈婆婆头脑清醒，希望在经济能够承受的情况下解决
生活问题，这是我们制定服务包的前提。”陈宏英透露，服务
包价值2900元，通过天星桥街道为民办实事购买服务，陈
婆婆只需自付1800元。

“每月1800元完全能承担，他们的服务专业细致，解决
了我的大问题。”到目前，陈文英已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包”
一个月，她与固定上门的两位护理员向小英、吴艳艳愈加熟
稔，对两个“小妹儿”赞不绝口。

吴艳艳今年22岁，陈文英吃午饭时，她一边收拾屋，一
边陪老人闲聊。“你怎么穿件短袖，降温了，不要仗着年轻硬
抗哦！”见吴艳艳穿得单薄，陈文英忍不住反复叮嘱。

“晓得了，婆婆，我干完活就加外套！”吴艳艳笑着告诉
记者，自己的婆婆爷爷也是70多岁，听着陈婆婆的唠叨特
别有亲切感。“老人希望有人陪他们聊天，我们每天来都会
待2个小时左右，除了做家务，更重要的是陪她摆龙门阵。”

陈文英说，年轻人来了，家里有了聊天声和笑声，生活
敞亮了。

不想去养老院，保姆不称心，她选择——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包”

本报讯 （记者 李珩）今天是重
阳节，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老龄办举行
的重庆市2021年老龄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全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
701.04万人，占总人口的21.8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3.17个百分点。为给
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全市近一半二
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了老年医学
科；已建成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3132个，基本实现全覆盖；预计明年
底实现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
盖。

增速快 负担重
重庆人口老龄化呈现五大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
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重庆
于199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市老龄
办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蒋志强
说，重庆老龄化呈现五大特点：一是
程度“深”，全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
人701.04万人，占总人口的21.8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7个百分点，排
名全国第五；65 岁以上常住人口
547.36万人，占比17.08%，排名全国
第二。

二是增速“快”，年均增长超21万。
三是差异“大”，主城都市区、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
城镇群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分别
占老年人总数的 64.20%、27.29%、
8.51%。

四是负担“重”，老年抚养比从
2016 年的 17.67%上升到 2020 年的
23.92%。

五是失能“多”，我市失能老年人
约占老年总人口的7.74%，约有54万
人。

为了让养老有更好的保障，全市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370.2 万
人，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今年，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调整增
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同步调
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惠及
全市422万退休人员。

医养结合
1345 个养老机构与医疗机

构“结对子”

进入老年，生病在所难免。据市
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吴长文介
绍，我市成功创建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全市有71个二
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了老年医学
科，占比47.65%；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
复科达100%。

重庆还实施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
动，深化“医”“养”资源有效衔接，目前全市医养结合机构
达162家，1345个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实现“结对子”；并
加强老年医学人才培养。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推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加
强老年人健康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做好老年常见病慢性病
防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建立健全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
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综合连续
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社区居家养老
建成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3132个，基本实

现全覆盖

对老年人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是居家养老。如何为他
们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市民政局养老处处长杨胜普
称，他们坚持以社区为依托，按照“一镇街一中心、一村社
一站点”的原则，统筹布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新建小
区规划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在老旧小区整合周边社区商
业、国有资产等闲置资源优先建设。目前，全市已建成城
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3132个，基本实现全覆盖；建成农村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6060个，覆盖率达到74.2%，预计明年
底实现全覆盖。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在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
心设置全托床位，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全周期托养照
料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在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
场所设置生活照料、托养护理等功能区域，为社区老年人
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等35项基本社区服务，实现“老有所
乐”；以养老中心为统领、社区站点为支撑，依托智慧养老
大数据平台，提供线上线下居家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
依”。

此外，我市还建成各类养老机构1453所，养老床位达
23万张，使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处长傅倩倩提到，2019年重庆
开始实施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共有11个区县先
后纳入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试点支持范围，累计新
增普惠养老床位417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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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家里有一个需要全天陪护的失能老人是什么体验？沙
坪坝区土主街道团结湾居民吴馨曾经用“不堪重负”来形
容。

吴馨的妈妈刘滨红今年76岁，两年多前，老人因脑梗瘫
痪在床，成了失能老人。刘滨红老伴已去世多年，独生女儿
吴馨只得把妈妈接到家里照顾起居。

瘫痪后的刘滨红时时刻刻离不开女儿照顾，穿衣、如厕、
洗脸、洗澡……都需要依赖女儿，常常大小便失禁，弄得浑身
脏臭。

“照顾妈妈是我的责任，眼看她身边离不了人，我辞掉了
临时工，专职照料。但我自己也有小家庭，小孩马上考初中，
全家各种开销都落在我爱人一个人身上，时间久了，还是不
堪重负。”吴馨说。

让吴馨沮丧的是，自己虽用心，但始终缺乏专业照护技
能，妈妈逐渐失智，时而发脾气、吵闹。

“有时我也很想请个假休息休息，可谁能来顶替我呢？”
吴馨对记者说。

今年6月，吴馨从团结湾养老服务站听到一个陌生的
词：“喘息服务”。养老服务站工作人员告诉她，“喘息服务”
就是针对被社会忽视许久的失能老人的亲属、照顾者，请专
业人员去老人家中照料，或老人接到养老机构照看，既让家
属喘口气，也让老人得到更好的康复。

“老人来服务站托管一周398元、一天80元。”吴馨将服
务价格和电话记在心头，想着也许有一天真能用上。

一个月后，吴馨腹部莫名胀痛，需要住院检查。征求刘
滨红同意后，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妈妈送到养老服务站，
购买了一周的“喘息服务”。

住院四天后，担心妈妈在服务站住得不习惯，吴馨坚持
提前出院了。“我去接妈妈时，刚好看到护理员推着她在小区
里逛，妈妈被护理员大姐几句话就逗笑了，看见我还招手
呢。”许久不见妈妈笑容的吴馨，瞬间被戳中内心。

三个多月来，吴馨因自己看病、小孩家长会、同学聚会等
原因，陆续为妈妈购买了五六次时间不等的“喘息服务”，拥
有了些许可支配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她觉得政府推出的这
项好政策，比发钱发物更贴心更珍贵。

“喘息服务”让失能老人的儿女喘口气

新型养老模式来临 哪种适合你
□本报记者 张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
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我们将怎样走出一条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时值今年重阳节之际，本报采访了新时代新形势下
几种新型养老模式，看这些模式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养老方式将更加多元，让年龄不同、收
入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的老人们都能“对号入座”，各取所好。

相关新闻>>>

易
启
荣
、张
桂
兰
夫
妻
的
﹃
道
德

银
行
﹄
存
折
。

吴
艳
艳
为
陈
文
英
老
人
（
左
）
送

去
一
天
的
饭
菜
。

何
卓
君
展
示
自
己
制
作
的
抖
音

视
频
。

对67岁的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居民何卓君
来说，养老是一种生活方式。“没必要把‘老了’当成凄凉和
孤独。只要积极向上，晚霞依然可以美丽。”

妆容精致的何卓君从年轻时就是文艺活跃分子，退休
后，没有了工作压力，退休金还不低，她迎来“人生中最轻松
的时光”，旅游、跳舞、玩抖音，她忙得不亦乐乎。

何卓君告诉记者，自己兼任大渡口区老年大学中国舞
班班长和成人舞蹈学校古典民族舞班班长，每周花在学舞、
练舞上的时间就占去两三天。此外还经常有朋友、同学聚
会，哪里有好景色，他们去哪里旅游。

去年，何卓君开通了个人抖音账号，将舞蹈、旅游等精
采生活拍成视频，分享给朋友们。记者点开她的账号，短视
频已有数十条，从最初比较简单的照片、视频，到最新几期
已经用上了配乐、字幕、特效等技术。她说，随着粉丝越来
越多，她也有了一些“偶像包袱”，发出来的视频得质量好，
体现新时代老人的水平。

因老伴因病去世，何卓君很注重养身，最近一次体检，
她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的好身体归功于好的心态，钱都
用来潇洒，不贡献给医院。你看我是不是也就50出头的模
样？”

何卓君说，她的女儿是一名医生，非常支持老妈积极向
上的养老方式。她认为，即使很多孩子为父母提供了良好
的物质条件，他们也会因为没有给父母足够的陪伴而感到
内疚。“父母能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生活也会丰富多彩，作
为儿女会感到更加安心。”

旅游、学习、跳舞、玩抖音，她选择——

积极型养老 让夕阳无限好

楼上帮楼下、左邻帮右舍、年轻帮年老、身体好帮身体
差，在我市部分村社，这类“互助式养老”正逐渐深入人心。

家住渝北区回兴街道锦华路社区的易启荣、张桂兰夫
妻都是社区“道德银行”储户，他俩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自己
的“道德银行”存折，粗略一数，有200多个道德币。

原来，2019年底，锦华路社区成立了“道德银行”，号召
“储户”们把志愿服务特别是助老服务的爱心、时间折算成
道德币。而当他们生活需要帮助时，也可以向“银行”支取
爱心。

易启荣、张桂兰都是60出头、身体硬朗的“年轻老人”，
孙子上学后有大把空余时间，于是两人铆起劲攒了大把道
德币。“帮高龄老人提一次菜算1个道德币，疫情期间，我几
乎天天为隔壁单元的90岁的周大爷送菜去。”易启荣说。

付出的同时，他们也支取过服务，高温期间，志愿者上
门为易启荣、张桂兰理发修面，他俩各用了2个道德币。

张桂兰说，现在社区对道德币的兑换有细致规定，比如
为老人送餐跑腿是2个道德币，上门做一起清洁2到5个道
德币，陪伴聊天2个道德币，帮老人接送小孩放学4个道德
币……“趁我们还年轻，多攒点币，以后慢慢动不了了，肯定
会支取服务的。”

10月11日下午时分，江津区石蟆镇稿子社区居民朱
广生和几位老兄弟相继走进互助养老点。

“今天咱们来下象棋吧。”朱广生拿着象棋，与老邻居们
围坐在一起。休闲娱乐有地方，学习新知识有人教，遇到紧
急情况立马有人来帮忙……这是朱广生对互助养老点的理
解。

稿子社区常住居民2047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
605人，居民们都盼着建一个活动场所。村里了解需求后，
利用闲置房投入30万元资金，改建成面积500多平方米的
互助养老点。

既然是互助养老点，肯定与普通敬老院有所不同，这里
除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外，还鼓励居住较近的老人互相“结对
子”，倡导低龄老人主动帮助高龄老人。

眼看快到中午，60岁的王兴全离开互助养老点，回家
热上饭菜，装进保温盒，送到独居老人王保生家中。

王保生今年70岁，无儿无女，自身又患肺癌晚期，家务
事对他而言成了负担。互助养老点开展“结对子”活动后，
王兴全、何坤友、谢友明等几位老人主动申请轮流负责送
饭、陪伴。志愿者也没闲着，定期上门帮忙打扫卫生和检查
身体，浓浓邻里情让老人的晚年多了一丝甜味。

现在“年轻力壮”，未来需要照料，他们选择——

低龄帮高龄 互助式养老

本组图片由记者 张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