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居家失能老年人
开出20余项养老服务清单

渝北区

□本报记者 张莎

“胡婆婆，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在清单
上勾选您需要的服务。”5月11日，大渡口区
跃进村街道钢堰社区八旬老人胡婆婆家中，
老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一项一项了
解《养老服务目录清单》上的养老服务内
容。经过一番思考，她认真勾选了适合自己
的上门保洁、上门测量血压血糖等7项服
务。胡婆婆说：“我们老年人能享受这么多
服务，哪些免费哪些收费清清楚楚，居家养
老心头更稳当了。”

202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首次在中央
层面部署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是什么？能为老人带来什
么？记者就此专访了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相关负责人。

10余项基本养老服务列入市级清单

该负责人介绍，基本养老服务是由政府
主导提供、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的服
务，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是通过列清单的
方式来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服务谁、怎么服
务、由谁提供服务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明晰
政府、家庭和社会在养老服务的权利和义
务，推动养老服务内容和项目的不断丰富，
进一步推动政府加大财力投入，养老服务市
场将进一步激发，共同支持老年群体享受有
品质的基本养老服务。

他透露，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是“十
四五”时期养老服务重点工作，国务院也正
在拟定基本养老服务相关文件。各地都做
了一些探索和试点，我市前期也做了一些基
础性工作。

目前，按照兜底、特殊和全体老年群体
三个类型，重庆做了“三张清单”。一是聚焦
特困对象、强化政府主责，不遗余力推进兜
底型养老服务“人人保障”，着力于基本供养
补贴提标，城乡特困人员的补助标准提高到

827元/人；着力于基本供养设施提档，529
家乡镇敬老院提档升级改造；着力于失能特
困人员基本照护提质；新增失能照护中心
60家。二是关爱困难群体、强化政府主导，
尽力而为推进救助型养老服务“人人受益”；
推进城市老年人基本照顾服务；推进农村留
守老年人基本关爱服务；推进失能老年人长
期照护基本服务；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
造。三是面向全体老人、强化政企联动，量
力而行推进普惠型养老服务“人人可及”。
探索建立全覆盖的社区居家普惠服务平台；
探索建立可负担的基本普惠服务；探索建立
有温度的基本普惠政策。

此外，在2021年版本的基本公共服务清
单之中，我市还将老年人福利补贴、老年人健
康管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等4个项目作为基本养老服务。

“但是，这些还远未达到新时代老年人
享受基本养老服务的要求。”该负责人透露，

下一步，重庆将按照国家基本养老服务的要
求，完善在特困老年人兜底保障、特殊老年
人关爱、高龄津贴、高龄失能养老服务补贴、
特困人员护理补贴、长期护理保险、健康管
理、助餐、助浴、助医、法律援助、文化教育、
居家照护技能培训等10余项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状
况、养老服务需求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完
善、动态调整，力争将部分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项目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以需求评估推动“清单”建立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前提是对老
年人能力进行综合评估，从而确定老年人需
要的服务项目和补贴标准。建立养老服务
需求评估尤为重要和急迫。”该负责人介绍，
合理精准的评估将最终提高需求与服务之
间的匹配效率，提升老年人满意度，最终落
实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去年，国家医保局会同民政部印发《长
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一是明
确评估指标，专业评估量表由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等3个
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组成，形成综合
性评估指标体系。二是明确了实施要求，对
主体、对象、流程等作出规定。三是明确采
用组合法对评估结果进行判定。同时指出，
试点地区各级医保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建立
协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探索建立评估结
果跨部门互认机制等。

他表示，我市的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将由
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前期对80岁以上的老
年人或拟获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老年人进
行评估，将老人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服务
内容、服务方式等资料都搜集汇总，配合“数
据赋能”，让每一份养老服务需求评估资料与
老人的行为能力等级、体检档案、医保档案、
慢病资料相互交叉，形成一套具有提示性、预
见性、概括性的老年人需求数据库。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有望率先
在川渝地区实现互认。

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均衡合理、
优质高效

该负责人介绍，我市建立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的最终目标，是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均
衡合理、优质高效。

如何实现？一方面，兜底人员将通过资
金补贴方式予以发放，特殊困难群体将通过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由社会力量提
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全体老年人将在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享受基本养老服务。

目前，我市已采取供给设施和主体全覆
盖的方式，在城乡社区布局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将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设施建在

“家门口”，并由专业化的社会力量来运行，
提供老年人所需要的基本养老服务。通过
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最终达到供给和消费的
双提升，从而惠及全民、优质高效。

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15.56%
2 市场监管 6.16%
3 交通运输 2.94%
4 治安管理 2.19%
5 生态环境 2.04%
6 城市管理 1.76%
7 区县服务 1.73%
8 民生服务 1.17%
9 商贸经济 0.83%
10 民政社区 0.78%

一周热点排序

8
■温度 ■热度 ■力度

热线
WEEKLY

民生民生
CHONGQING DAILY

2022年5月 16日 星期一
主编 郭晓静 美编 黄景琳

这些事解决了

公园河边烧烤污染环境 加强巡查

市民来电反映：巴南区巴滨路阳春湿地公园内，
有人在河边烧烤，污染周围环境，希望相关部门进行
处理。

巴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经排
查情况属实，执法人员立即对市民进行了劝导制止，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恢复场地面貌，后续还将加大巡
查力度，倡导市民爱护环境，维护市容秩序。

人行道化粪池污水溢出 调查清掏

市民来电反映：南岸区长生桥镇盛路江南水岸
公租房三组团附近的人行道上，有化粪池污水溢出
现象。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回复：经核实
污水溢流系沿街商铺未及时清掏所致，沿街各商铺
集资已对隔油池及相连小区排水管网进行了清淘，
现已恢复正常。

行道树断裂悬挂半空 加强管护

市民来电反映：大足区龙岗街道南门广场丰大
商行附近的道路上，行道树断裂悬挂在半空，存在安
全隐患。

大足区园林管理所回复：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前
往现场查勘，现已处理完毕，管理所后续将加强行道
树管护工作，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运渣车产生道路扬尘 严格处置

市民来电反映：万州区长江二桥至恒森亲水台
小区方向的道路上，运渣车经过时产生道路扬尘，影
响环境卫生。

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办事处回复：该路段渣土车
为海城集团施工项目车辆，街道工作人员联系项目
部负责人，要求严格按车辆密闭规定执行处置，目前
道路已无扬尘现象。

道路垃圾无人清理 巡查清扫

市民来电反映：长寿区凤城街道三峡路社区创
业街23号楼旁道路上，垃圾暴露无人清理，希望核
实处理。

长寿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
已安排人员对该处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将加强后
期的日常巡查清扫工作。

人行道出现大量千足虫 科学防治

市民来电反映：垫江县桂溪街道明月大道北段
九棠府附近的人行道上，出现大量千足虫，希望核实
处理。

垫江县园林绿化发展中心回复：我县降雨后气
温升高，致使千足虫大量繁殖，现已安排清理千足
虫，并对行道树和绿地打药，后续将采取“全面喷
洒+重点防治”办法，对辖区内主次干道及街头游
园、花坛绿地等行道树进行集中、科学防治。

人行道路灯井盖冒烟 整修恢复

市民来电反映：涪陵区黎明路衡生大药房附近
人行道上的路灯井盖有冒烟现象，希望核实处理。

涪陵区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回复：经查该处路灯
井盖内被污水倒灌，导致电线短路冒烟，工作人员已
对该处进行整修，现已恢复正常。

（记者 崔曜）

这些事还没解决

基层探索

美 好 生 活 热 线

市民来电反映：秀山县膏田镇水车村的老旧房
屋长期不通水电，也未完善公路修建，村民出行不
便，希望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反映：九龙坡区万金路宝驯宝马5S店
附近围墙有裂缝，存在倒塌的风险，希望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反映：渝北区龙溪街道武陵路依云雅
筑小区出现大面积沉降，且小区电梯也频繁故障，多
次向物管反映无果，希望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5月11日止）

一张养老服务清单能带来什么？

近日中午，家住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龙达
街85岁的刘爷爷像往常一样，在家中等候着
午饭的到来。粉蒸肉、糖醋鱼、土豆丝……按
时收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老人露出满意笑容。

刘爷爷是一名患有听力障碍的中度失能
的低保户，双龙湖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在走访中了解到他有上门送餐的需求后，
为其办理了普惠服务项目家庭养老床位服务
包，每月按需开展8次上门送餐服务和照料
服务。

目前，渝北区已针对居家、失能老年人
开出 20 余项养老服务清单，已为双龙湖街

道、龙山街道的40余名中度、重度失能老年
人办理了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包，提供一对一
或二对一的照护服务，为龙溪、龙塔、仙桃等
7 个街道的 104 名老人提供生活协助、家庭
适老化改造、慢病康复等“点餐式”的普惠服
务670 人次。此外，还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中的失能老人或80周岁及以上的失能老年
人开展托底关爱，目前已提供紧急救援、定
位服务、生活信息咨询等居家养老信息服务
10万人次。通过普惠服务、托底关爱等实打
实的“干货”，稳稳托起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本报记者 张莎

吃东西被食物卡住气道怎么办?见到
有人心脏骤停该怎么急救?遇到家庭火灾、
电梯事故、自然灾害等时如何逃生?各类灭
火器如何正确使用?

意外的发生往往不可预料，但急救的
技能，却能在危急时刻派上用场。5月8日
是“世界红十字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生
命教育,人道伴行”，重庆日报美好生活热
线记者日前跟踪采访了由重庆市红十字会
主办、渝北区红十字会承办的沉浸式生命
安全教育网络直播活动，学习这些重要技
能。

对付气道异物梗阻
试试“生命的拥抱”

气道异物梗阻是生活中的常见意外事
件，“海姆立克法”被称为“生命的拥抱”，是
目前世界上公认有效的抢救方法之一。

“进餐时过于急促或大声说笑，有咳
嗽、吞咽功能障碍的老人，口含异物嬉戏打
闹的儿童，都可能出现异物进入气道，阻塞
呼吸，快速进展为窒息、昏迷、心搏骤停，若
不及时干预，会迅速导致死亡。”重庆市护
士学校教师、中国红十字会注册救护师资
黄晓秘说，为了以防万一，推荐市民都来学
习“海姆立克法”。

黄晓秘介绍，“海姆立克法”的原理是
冲击腹部—膈肌下软组织，产生向上的压
力，压迫两肺下部，从而驱使肺部残留空气
形成一股气流。这股带有冲击性、方向性
的长驱直入于气管的气流，能将堵住气管、
喉部的食物硬块等异物驱除，使人获救。

使用方法为：施救者位于伤者身后，一
腿置于伤者两腿之间，弓步，身体贴近伤者
后背。施救者一手握拳，拳眼对准伤者上
腹部(肚脐以上两横指)，另一手抓住拳头，
用力快速往后上方冲击，直到异物排出或
伤者失去反应。

有人心脏骤停
快抓住黄金四分钟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700万人死于
心源性猝死，我国平均每天有1500人死于
心脏骤停。科学实践证明，在人的心跳呼
吸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有效抢救，病人复苏
成功率有60%。

如何争取黄金四分钟，快速及时有效
地进行抢救？

重庆市护士学校教师、中国红十字会
注册救护师资刘维贤说，当发现有人倒地
时，首先要对其进行基础生命体征的评估，
判断意识、呼吸、心跳等。意识判断为拍打
肩膀，并呼叫“喂，喂，你还好吗?”观察有无
应答;呼吸判断观其胸廓是否有起伏，无起
伏表示呼吸停止;脉搏判断是触摸颈部动
脉(喉结旁开两指)，看是否有搏动。

刘维贤介绍，在判断确定为呼吸心脏
骤停后，应立马进行心肺复苏术，分三步快
速及时有效地进行抢救：一是快速呼救，立

刻拨打120；二是徒手进行胸外按压，维持
心脑等重要器官的供血；三是打开气道，进
行人工呼吸。

如何进行胸外按压，刘维贤说，按压的
时候，首先把一只手放在对方两乳头中间
连线的位置，用另外一只手紧压在手背上，
翘起所有手指，尽量保持掌根是按压在患
者两乳头中间的连线位置。按压的深度大
概是5厘米到6厘米，按压频率大概是一分
钟按压100次到120次。每按压30下就进
行两次人工吹气。人工呼吸可采用口对口
方式，捏住对方的鼻孔，深吸一口气后贴紧
对方的嘴，用力向嘴内吹气，对方胸廓有起
伏才表明人工呼吸有效。

“怎么使用灭火器四字口诀”
提拔握压

火灾的发生迅速而致命，随着现代化
消防体系越来越健全，各大公共场合及居
民住所都配备了相应的相应的消防设备。
可是，你会用吗？

渝北区消防支队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干
部朱小杨介绍，使用干粉灭火器有“四字口
诀”：提拔握压。提——提起灭火器;拔
——拔掉保险栓；握——握住喷嘴；压——
压下压把。

她详细介绍，使用灭火器的第一步是，
先提起灭火器看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是否
在绿色区域，绿色表示灭火器可以正常使
用，红色表示没有压力无法使用，黄色表示
压力过高存在危险。第二步拔出插销，在
拔插销的时候应该注意不要压着把手，要
用手托着这样才能轻松拔出插销。

朱小杨说，灭火器最佳使用时期是火灾
初期，也就是火灾刚刚起来的时候，一旦等
到火完全烧起来再进行灭火是非常困难
的。此外，家庭安全隐患最常见的地方还是
厨房，“厨房是使用明火进行作业的场所，若
操作不当很容易引起泄漏、燃烧、爆炸”。

火场如何逃生
弯腰低头别坐电梯

发生火灾后如何逃生？
朱小杨表示，在火灾中最危险的因素

其实是浓烟，因此在逃生过程中正确的做
法是弯腰低头快速通过，并用湿毛巾捂住
口鼻防止吸入过多烟雾导致窒息。

她提醒大家，火场逃生时切不可乘坐
电梯，一旦断电被困电梯中，将面临着生命
危险。在乘坐电梯遭遇突发故障时正确的
做法是，保持冷静，通过手机或电梯内报警
按钮与外界取得联系，让专业人员与救援
人员前来救援。在等待救援过程中，将电
梯按键从高到低依次按下，防止电梯突然
坠落，当电梯突然出现异常晃动时，应做好
防冲坠姿势，避免受伤。

朱小杨说，市民平时可学习一些简单
实用的逃生绳结，如双平结、八字结、渔人
结、连续单结等。如果楼道充斥着浓烟，且
楼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床单被套等制作
简易绳索从窗户外面逃生。

掌握这些急救技能 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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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丰富业余生活，可以到社
区学习特色课程；不想买菜做饭，随
时去社区食堂享受卫生、可口、平价
的饭菜。现在按需定制服务，晚年
生活非常幸福。”受益于“两项”养老
清单的 67 岁“老渝中”李华有感而
发。

据了解，2021 年，渝中区整合现
有老年人优待政策形成《渝中区基本
养老服务政策清单》，聚焦老年人多
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建立助
餐服务、助医服务、助浴服务、助娱助

学、老年关爱等5大类15项普惠性的
《渝中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实现从
重点兜底保障向普惠关爱发展，让全
区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2021年，“两项”清单已惠及渝中
老人6万余人次。

同时，渝中区还把“两项”清单中
的助餐、助浴、助医、助学列入2022年
渝中区15项重点民生实事，积极回应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升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老年人老有所
养、老有颐养。

落实“两项”清单
增强老人获得感幸福感渝中区

“未来我们如何养老”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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