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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两个服务场景

3004张！淄博把养老床位
“搬”
进家
养老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淄
博市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约1
万人，99%以上的老年人选择了
居家和社区养老。
淄博8月4日讯 今年以来，
淄博市新开工养老类项目259
个，新增养老机构6家、
养老床位
7 9 4 张 ，新 增 长 者 食 堂 3 2 4
处……不断健全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8月4日，淄博市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建设高品质民
生”新闻发布会第十二场，邀请
淄博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杨
刚就淄博市高标准完成国家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相关
负责人就社会关注的长者食堂
建设、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有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养老事业是基本民生、
底线
民生，事关淄博市109万老年人
的福祉。淄博市系统谋划养老
服务发展三年攻坚行动，不断健
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是品质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照护需求
建成家庭养老床位3004张
淄博市2021年成功获批国
家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项目城市以来，先后出台
了《淄博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以
及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设施设
备建议清单》和《基本服务指导
清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经
济困难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建设
家庭养老床位，并依托服务组织
提供居家照护服务。
经科学测算，为动态满足经
济困难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居家
照护需求，淄博市研究确定在全
市建设家庭养老床位7000张以
上，建设进度为2022年3000张、
2023年 2000张 、
2024年 2000
张 。截 至 目 前 ，已 经 投 入 资 金
2000多万元，
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3004张，并提供居家上门照护3

万人次以上。
全市新增长者食堂324处，
提前超
推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协
为推进专项行动的专业化
额完成年度新增长者食堂300处
调发展。
实施，全市各区县确定服务承接
任务，
累计建成长者食堂571处。
今年以来，淄博市新开工养
机构共计19家，均为在民政部门
其中，桓台县在今年6月底
老类项目259个，新增养老机构6
备案并正常年审的星级以上养
累计建成长者食堂304处，实现
家、
机构养老床位794张。机构
老机构、
日间照料中心或者具备
了助餐服务县域统筹；沂源县将
养老方面，全面推进养老机构标
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资质的服
长者食堂整合纳入“沂源红”民
准化建设运营管理，在养老机构
务组织，具备专业服务团队、
运
生服务综合体建设统筹推进，9
推行标准化、
安全化、
优质化、
家
营管理能力和智慧养老管理服
月底前将建成民生综合体300处
居化、
亲情化、
智慧化的“六化”
务能力，实现了家庭养老床位的
以上；张店区投资3500万元在建
服 务 ，机 构 养 老 服 务 水 平 明 显
24小 时 动 态 管 理 和 远 程 监 控 。 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的标准化
提升。
服务机构按照《家庭养老床位建 “中央厨房”，积极发展长者食堂
社区居家方面，重点打造“1
设设施设备建议清单》及老年人 “中央厨房+统一配送+多点服
+N”服务场景，即依托各类社区
需求，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经常
务”模式。在此基础上，淄博市 （村）养老服务设施，链接、
整合
活动的居家场所，进行适老化、 积极推进长者食堂功能拓展和
服务资源，按需精准供给N项养
信 息 化 改 造 ，建 设 家 庭 养 老 床
规范化、
可持续运营，努力打造
老服务。其中，张店区探索出了
位，并为老年人提供助餐、
助洁、 成老年人社区“幸福驿站”，受到 “以场地换服务”的社区养老服
助行、
助浴、
助医、
康复、
巡访关
了老年人及家属的广泛欢迎和
务迭代升级新路子，将全区39处
爱等服务，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
好评。
5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养老服务
至老年人家中。
设施全部委托其建设改造运营；
沂源县探索发展“以地养老”新
聚焦系统化集成
模式，整合多项政策资源，建设
聚焦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
打造机构、
社区居家两个服务场景
集长者食堂、
公共浴室、
卫生室、
建成长者食堂571处
小超市等于一体的民生综合体，
淄博市以优化养老服务资
目前，已经完成135处，9月份全
2021年以来，淄博市出台扶
源供给为根本，科学规划、
整体
部300处将建成投用。
持政策，按照“城区扩面、
农村建
提升全市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网，
示范引路、
加速铺开”
的思路， 焦 机 构 养 老 、
居家养老两大板
加快长者食堂建设。今年以来， 块，打造两个标准化服务场景， 记者 王莉莉 高钊

办好
“老”
事，
重在抓
“小”
王莉莉
尊老、
爱老、
敬老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中午时分，走进桓台县唐山
镇西莫王村的长者食堂，十几位
老人正围坐在饭桌前拉着家常，
享受着美味的“爱心午餐”。这
里的长者食堂，从食材采购到加
工、
分餐、
配送等全流程都实现
了标准化，让村里70岁以上的老
年人每天都能按时吃上荤素搭
配的营养餐。这一举动，赢得了
众多老年人的欢迎。
一餐热乎饭，让老人“食”有
所依，为老人们送上了“舌尖上
的温暖”。
淄博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较

高的城市，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目前淄博60岁及以
上人口为109万，占全市常住人
口的23.24%，远高于全国、
全省
的平均水平。养老，是大事，事
关淄博市109万老年人的福祉。
办好“老”事，落脚在一餐热
饭这样的“小事”中。
聚焦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
淄博已累计建成长者食堂571
处。2021年以来，淄博出台扶持
政 策 ，按 照“城 区 扩 面 、
农村建
网 ，示 范 引 路 、
加 速 铺 开”的 思
路，加快长者食堂建设。今年以
来，全市新增长者食堂324处，提
前超额完成年度新增长者食堂

300处任务，累计建成长者食堂
571处。其中，桓台在今年6月底
累计建成长者食堂304处，实现
了助餐服务县域统筹；沂源将长
者食堂整合纳入“沂源红”民生
服务综合体建设统筹推进，9月
底前将建成民生综合体300处以
上；张店投资3500万元在建占地
面积9000平方米的标准化“中央
厨房”，积极发展长者食堂“中央
厨房+统一配送+多点服务”模
式。在此基础上，淄博积极推进
长者食堂功能拓展和规范化、
可
持续运营，努力打造成老年人社
区“幸福驿站”，受到了老年人及
家属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办好“老”事，落实在一张床
位这样的“小事”上。
数据显示，全市入住养老机
构老年人约1万人，占老年人口
总数的0.91%，99%以上的老年人
选择居家社区养老，目前，居家
养老仍然是淄博市老年人养老
的主要形式。
2021年，淄博市成功获批国
家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项目城市以来，先后出台
了《淄博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以
及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设施设
备建议清单》和《基本服务指导
清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经

济困难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建设
家庭养老床位，并依托服务组织
提供居家照护服务。经科学测
算，为动态满足经济困难失能半
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需求，淄博
市研究确定在全市建设家庭养
老床位7000张以上，建设进度为
2022年 3000张 、
2023年 2000张 、
2024年2000张。截至目前，已经
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建成家庭
养老床位3004张，并提供居家上
门照护3万人次以上。
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尽
责尽力、
想方设法把养老民生实
事办好，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的
温馨图景，
定会呈现。

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即将启动

家门口38场次
“社区运动会”
、
免费体质监测等你来
淄博8月4日讯 今年8月8
日是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
淄博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民
健 身 日 ”主 题 活 动 。8月 4日 上
午，淄博市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
“建设高品质民生”主题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十一场，邀请淄博市
体育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冬，
就淄博市2022年“全民健身日”
主题系列活动进行新闻发布。

77项活动邀你来参加
李冬介绍，
“全民健身日”活
动期间，淄博全市将举办各级各
类体育赛事活动77项，其中“社
区运动会”38场次，开展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41场次，五区三县同
时开启国民体质监测活动。

同时，将于8月5日在张店区
车站街道城南社区举行“全民健
身日”主题示范活动——
— 淄博市
暨张店区社区运动会、
第十二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仪式；8月8
日在高青举行“全民健身日”全
国门球大联动启动仪式暨山东
省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黄
河流域县(市区）门球比赛，以此
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10所公共体育场馆
8月8日全天免费开放
8月8日，全市10所大中型公
共体育场馆全天免费向市民开
放。其间，淄博市体育中心及各
区县公共体育场馆同时现场举
办科学健身指导和国民体质监

测活动，组织开展篮球、
羽毛球
等30多场次群众喜闻乐见、
丰富
多彩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2021年，淄博市作为山东省
试点城市之一，着重组织228个
社区开展了900多场次“社区运
动会”，受到居民欢迎。为增强
社区运动的感召力和辐射力，增
强全民运动健身的科学性，淄博
市体育局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
健身技能培训活动，其间将组织
培训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770人。淄博市体育局将通过区
县推荐、
评选、
展播、
交流展示等
环节评选出淄博市最美社区和
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免费体质监测 运动也要有处方

你最适合什么样的体育运
据测试结果为测试者出具一份
动？活动期间，3—79周岁的淄 “量体裁衣”的运动处方，提供科
博公民都可以免费进行体质监
学的健身方法,制定出合适的运
测，并得到最适合的运动处方。 动量和运动强度，督促人们参加
李冬介绍，体质监测反映的是人
体育锻炼，提出相应运动忠告和
体最基本的体质状况，目的在于
注意事项，保证运动健身的安全
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
性、
科学性、
有效性。
状况总体结果和总体评价，为锻
目前，淄博市体育中心及五
炼人员开展体育运动提供科学
区三县均设有国民体质监测中
的依据。
心，配有先进的监测设备，常年
体质监测内容包含身体形
开展体质监测工作，在为淄博市
态、
握力、
背力、
坐位体前屈、
单
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的
脚闭眼站立、
反应时等三类25项
同时，也为国家国民体质与健康
测试。通过体质测定，可以得出
监测大数据统计分析作出积极
测试者的体质状况和体育锻炼
贡献。
效果，也可以发现人体潜在的某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些亚健康状态（如肥胖、
缺乏体
记者 王莉莉 高钊
力活动等），提醒人们及时消除
各种威胁健康的因素。同时，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