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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 提供“点菜式”便捷养老服务

大渡口区老吾老养老服务中心员工教老年人上网

重医附一院青杠养护中心为老年人进行康复训练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 重庆托起绚丽“夕阳红”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人人会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不仅是美好生活风向标，更是大民
生、大产业。

“出门散步有人扶，一日三餐不用愁，
生病可做常规治疗，身旁全是熟悉老街坊
……”11 月 5 日，在宝圣湖街道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99 岁陈信华老人言及晚年生
活，脸上难掩幸福，“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
舒心哇！”

“嵌入式”养老，食、住、娱、医、养、护
一站式解决……近年来，重庆着力构建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补短板、强弱
项、提质量，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为突破口，积极推进“普惠养老、便利养
老、品质养老”，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增强老年人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更多老人感受到
夕阳红的美好。

成就美好生活，需要各方面的提升。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老年人对晚年生活

的需求已不再只是“生存”，越来越追求物质生活
的好品质、精神生活的高品位、社会生活的深参
与，服务需求已从简单生活照料向多层次、多样
性、个性化需求转变。

养老产业归根到底是做服务，然而难的也正
是做服务。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有尊严、有温度、
体面的高品质生活服务，构筑起幸福养老家园？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了“普惠养老、便利养
老、品质养老”，探索符合重庆实际的养老服务发
展路径，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首先，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
全面开展了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对标养老
服务质量指标体系，督导全市养老机构达标升级，
养老机构基础性指标合格率达到90%及以上的
项目为52个，占54项基础指标的96.3%。支持开
展农村敬老院提档升级工程，打造农村区域性失
能老年人集中供养机构，增强敬老院的康复护理
功能，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品质。对1368家机
构开展服务质量基本规范评估，达标率超过
65%，高于国家优秀评价指标5个百分点。

其次，促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市级成立养老
服务标准技术委员会，加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宣贯实施，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
定地方标准，建立养老机构星级综合评定和“金
叶”运营质量双评价体系。出台《社区养老服务规
范》《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范》等3项地方标
准，拟草《养老机构介助老人服务规范》等5项地
方标准，健全社区养老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引导促
进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全市统一的养
老服务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

再次，严防养老机构风险。建立养老机构综
合责任保险制度，为665家养老机构购买综合责
任保险，养老机构运营风险有效降低。成立市、区

县两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健全养老服务安全监
管体系，推行机构安全“日排查、月抽查、季通报”
制度，保障养老机构安全运营。

最后，着力优化结构，让养老体系更健全。科
学布局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强化医养
结合，不断建设符合市情、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养老
服务体系。

着力加快建设，让养老设施更完备。按照“一
街道（乡镇）一中心，一社区（村）一站点”的思路，
科学布局、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到2020
年全市所有街道和城市社区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
施全覆盖。

着力改革创新，让养老运营更科学。充分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
务的主体，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的运营模式。

着力丰富业态，让养老产业更多元。进一步
落实金融、土地、规划、税费、补贴等扶持政策，扩
大社会力量参与，加快培育一批规模化、连锁化、
品牌化养老服务企业；聚焦老年人“医食住行”，支
持“养老服务”+老年人用品产品、+金融、+文
化、+旅游、+餐饮、+物业等服务业态，不断拓展养
老服务新领域。

“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必
须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推动养老事业多样化、多
元化发展，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
心、舒心，每一个家庭都平安、和谐、幸福。”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称，接下来，我市将坚持坚守底线、
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基本原则，着力
破解养老服务工作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增加优质
供给，促进养老服务国际化、品质化发展，到2022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在西部走在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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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掠影

11月8日—10日，公益福彩·第十四届中国（重
庆）老年产业博览会暨2019美好生活嘉年华（简称

“老博会”）将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届展
会共吸引新加坡、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荷
兰、比利时、以色列9国，贵州、江苏、北京、上海、浙江
等17余个省市及我市29个区县，逾700家企业参
展，全面展示新时代的养老创新服务工作。

本届“老博会”以“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享老之
都”为主题，总展面积3万平方米，围绕产品展示、学
术交流、政策解读、招商引资、体验互动、技能大赛等
系列内容，设置“创新养老新天地”、“幸福养老新视
界”、“智慧养老新感觉”三大展区，参展门类涵盖国际
国内养老机构、各省市医养结合、康复医疗、护理服
务、旅居养老、老年金融、智慧养老和文化养老等涉老
领域。

其中，在国际养老展厅，新加坡优护集团、日本日
医工株式会社、美国水印养老社区公司、荷兰凯思建
筑设计事务所、法国罗格朗集团、加拿大北美美睿健
康产业集团、比利时卫美恒集团等数十家跨国企业参
展，集中展示推广康养医疗产品、适老化设计改造、无
障碍系统、套细胞淋巴瘤（慢病）医学管理智能化、养
老服务及信息化系统管理、养老咨询及养老培训等项
目。

未来养老展厅，分为智慧养老大数据展示区、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体验区、居家养老体验区三个功能
区。“智慧养老大数据展示区”将发布全市养老地图以
及养老大数据，并演示重庆智慧社区智慧养老云平台
功能。“社区养老全覆盖体验区”将展示养老全景三维
图、VR旅游以及云平台养老机构电脑端应用等，市

民还可通过互动的形式体验云平台老人及亲属端
APP等功能。“居家养老体验区”将打造别具一格的
居家养老场景，客厅以“娱乐”为主题，展示老年大学
资源、亲情通话等电信IPTV电视端应用，并配置智
能音箱等互动设备；卧室以“健康”为主题，设置智能
床垫和智能魔镜，分别展示健康数据监测功能和房间
环境监测数据；厨房和卫生间以“便捷”为主题，设置
了一系列无障碍设备供市民体验。

据了解，展会同期还将举办“2019美好生活嘉年
华”，开展重庆养老服务智库专家首届年会、国际养老
先锋论坛、养老一线精萃会群、重庆老年健康讲座、

“精彩人生”才艺大赛等近30场主题活动。
此外，本届“老博会”还联动市内15家知名养老

企业面向市民免费发放价值千万元的“养老消费券”，
市民不仅可在“老博会”期间以该券抵扣相关展位的
养老产品、健康体检、专业护理等费用，还可在一年期
限内凭券至相应养老机构抵扣使用；组织多家参展企
业开展养老惠民活动，包括重庆爱尔眼科医院免费提
供视力检查、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免费提供螨虫性睑
缘炎筛查、重庆华尔美口腔免费开展口腔检查活动，
以及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现场为老年朋友提
供3D矫形鞋垫前端测试、舌脉诊断治疗及针灸、艾
灸等医疗服务。

据悉，中国（重庆）老年产业博览会自2005年创
办以来，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3届，以其针对性强、参
展区域广泛、展品丰富等特点已成为中国老年行业的
盛会。展会立足西部、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老年、残
疾人康复护理行业，为全国的养老服务同仁提供交流
合作平台，被评为“中国十佳品牌展会”。

第十四届老博会
精彩看点不容错过

老人们在养老中心进行吹画创作丰富日常生活

品质养老
让养老服务有“量”更有“质”

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全覆盖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理疗室、餐厅、小花园、书画室、棋牌

室、老年学院……走进宝圣湖街道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4300平方米的空间，服
务接待、生活照料、托养护理、健康管理、
文化教育、人文关怀、休闲娱乐等功能区
域一应俱全。

“这儿就是我的精神家园，除了护理
员像儿女一样嘘寒问暖，以及专为老人
配制的营养餐，中心的图书、笔墨纸砚等
全部免费使用，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层出
不穷，更能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入住该中心的蔡仲云老人说。这一“嵌
入式”养老模式，切实为“幸福养老、乐享
晚年”提供了保障，使社区养老中心成为
他们精神情感寄托的“家”。

据介绍，宝圣湖街道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只是我市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的一个缩影。

当前，我市老年人群体正呈现基数
大、增速快、高龄化等特点，老年人口达
719.55万人，占总人口21.13%，老龄化
率居于全国第六、西部第一。

而调研数据显示，在“养儿防老”“叶

落归根”等传统观念影响下，只有5%的
老年人希望到专门养老机构养老，有多
达95%的老人更接受社区居家养老，却
因独生子女增多，一对夫妻赡养双方4
个老人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使得传统养
老方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为破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难题，2018年我市部署实施了社
区居家养老“千百工程”，现已建成城市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221个，其中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7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1151
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138个。

今年，在“千百工程”基础上，我市又
提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目
标，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点调研内容，
切实找准发展难题和差距，对症下药提
出解决措施，渝中、九龙坡、大足、铜梁等
22个区县制定了全覆盖工作方案，倒排
工期、打表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形成
市级推动、区县联动、各方行动的局面。

目前，已竣工28个中心和232个站
点，到年底城市社区设施覆盖率可从年
初的39%提高到62%，且均具备社区休

闲活动和嵌入式托养功能。
“到2022年，我市将基本实现以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为基础，以
养老服务信息化全覆盖、监督管理全覆

盖和普惠政策全覆盖为保障的居家养老
服务全覆盖，构建起‘大养老’全新格局，
为老年朋友托起更加绚丽的‘夕阳红’。”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渝北区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贴心照料老年人

老人们在大渡口老吾老养老服务中心其乐融融下象棋

合展养老院
护理人员陪伴失
能老人一起唱歌

参加歌唱活动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进行练习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不少新
问题。奔向美好生活的路上，如何让每
一个老年人都不掉队，生活得更舒心、更
有保障？

机器人全天候生活陪护，物联网实
时监测身体指标，大数据“码起”健康身

体……“互联网+养老”“智慧养老”提
供的更贴心、更有个性的养老服
务已开始崭露头角。

“爷爷，您好！我这里是
安康通·渝北区居家养老中
心，请问您的身体好吗？这
两天下雨，请注意安全。”近
日，在安康通·渝北区居家
养老中心，呼叫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根据智慧养老平
台提供的数据，对多位需
要重点关照的居家养老服
务对象一一进行询问，提醒
老人佩戴好具有定位功能
的手机。

全天24小时，只
要老年人按下SOS
键，该养老中心
的智慧养老平台
就会根据老人所
需派出工单，安
排工作人员上门

服务，内容涉及助餐、助浴、助洁、助急、
助医、助行。此外，该智慧养老平台还提
供紧急救援、定位服务、主动关爱、生活
信息咨询、心理慰藉等服务。

除“线上线下”结合的智慧养老模
式，如今还有更多高科技已走进重庆的
养老院中，成为“智慧养老”的一部分。
在椿萱茂老年公寓，其“智慧”程度就会
让人大吃一惊。

“请设置明早6点半的闹钟，然后播
放一段川剧。”睡觉前，老人只需要对智
能音箱说出要求，第二天早上智能家具
设备就会自动打开屋内灯光、拉开窗帘，
再播放起悦耳的音乐。

此外，公寓还配备了智能离床提醒
设备、卫生间滞留时间过长报警装置、可
穿戴智能身体检测设备等，用物联网大
数据让老人畅享“智生活”。

“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正在推
动互联网与养老产业加速融合发展。当
前，我市正在全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更为重庆发展智慧养老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

目前，我市正在加快推进信息化平
台建设。坚持全市智慧养老“一张网”，
加快建设市、区县、村（社区）、养老机构、
家庭为一体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做好

与老龄、户籍、医疗、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等系统数据资源的对接；推进信息技术
与养老服务工作深度融合，构建“互联
网+养老服务”和智能化的新型管理服务
模式，促进养老服务创新发展。其中，市
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将在第十四届中国
（重庆）老年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加快推进信息化服务运用。聚焦老
年健康风险因素控制、健康服务领域的
关键问题，融合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智慧健康
服务应用系统集成，以健康失衡状态的
动态辨识、健康风险评估与健康自主管
理为主攻方向，发展以主动健康技术为
引领的信息化老年健康服务。

加强养老终端设备的适老化设计与
开发，整合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信息平
台、公共服务等资源，建设养老服务智慧
平台，提供紧急救护、家政预约、健康咨
询、物品代购、服务缴费等适合老年人的
生活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综合化智
慧养老服务等。

“打造多层次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为
老年人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
务，创造养老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重
庆正渐入佳境、蓄势待发，方兴未艾，好
戏在后头。”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扫描二维码关注重庆民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