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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打造更为人性化的宜居新城

垫江县高峰镇组织建兴村居民清扫道路、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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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成重要民生问题

9月中旬，全市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研讨暨
养老服务业协会筹建会议举行。全市民政系
统、养老机构、企业及专家等齐聚一堂，共商养
老服务业发展良策。

此次会议被视为重庆养老市场全面开放
的一个重要信号。随着这块“蛋糕”的分享，意
味着我市养老工作已逐步向纵深推进。

事实上，我市养老工作面临这样一个背景
——近20年来，我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加
深，并呈现出进入早、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多、
空巢化的特点，全市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严
峻。

能否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被纳入健康中
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近年来，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政
策文件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多次对加强
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业作出了重要指示，将有
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到“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的高度。

探索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借全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东风，结合重庆实
际，我市的养老工作也在不断推进。

截至目前，我市已出台涉及养老政策的地
方法律法规2件，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的政
策文件6件，基本形成了相互衔接、互为支撑，既
有指导性又有操作性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最近，市里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的贯彻实施意见，经过26个市级
部门的磋商和半年多的反复修改完善已基本
完成。

“这将是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含金量较高的
一个文件，里面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意见将通过降低门槛、放
宽准入、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公办改革等措

施，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激发公共服务主
体活力，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促进供给消费体
系升级。

针对养老机构吸引不了人才、留不住人才
的问题，我市正在修订《重庆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将鼓励高校设立养老护理专业纳入地
方性法规，并给予相关优惠扶持政策。

此外，还包括修订城乡养老机构服务管理
办法，全面规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登记管理、
服务标准和监督检查；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
系，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标准和管理服务评
估标准等。

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除了政策支撑，养老服务市场的放开也是
我市养老服务工作加快发展的有力证明。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市养老服务市场将按照“夯实一个

基础、完善两大体系、统筹三个发展”的思路，
继续抓紧抓落实。

“一个基础”，即履行好政府托底保障职
责，打破传统的低档次、低标准，仅仅针对特困
老人的兜底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养老
服务均等化制度，探索由机构兜底向资金兜底
转变的保障模式，通过直接供养、政府购买服
务、老年人补贴制度等方法，建立普惠性的基
本养老服务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确保人人享
有基本养老服务，努力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
公平感和幸福感。

“完善两大体系”，即构建政府监管体系，
就是要打造好养老服务大数据平台、搭建起行
业自律平台、完善政府监管平台；搭建市场运
营体系，就是要建设公办养老机构市场化改革
体系、构建医养联盟运营体系、构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运行体系。

“统筹三个发展”，则是要统筹居家、社区、机

构养老发展，将机构专业化服务延伸到周边社区
老年人，在社区内发展嵌入式养老机构；统筹政
府、社会、市场发展，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培
育创新型养老服务企业；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
立城市公办养老机构与乡镇敬老院对口支援合
作机制，建设农村互助型养老设施。

“这一个基础、两大体系、三个发展将通过
扎实的具体举措做支撑，这样才能将为老人服
务的责任、担当和情怀落到实处。”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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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的大事。

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我市民政部门从政策体系支撑、养老机构建设、养老市场培育等多角度切入，将为老人服务的责任、担当和情怀

落到实处，以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努力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

把养老、孝老、敬老落到实处
我市积极推动养老服务事业可持续发展

买完菜，66 岁的杨春

碧老人熟门熟路地来到观

音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街道要举行一场诗朗诵，

她与来自各社区养老服务

站的伙伴们每天定时要进

行排练。

上千平方米的养老服

务中心，艺术沙龙室、手工

坊、阅览室、舞蹈室、医疗

室等14间特色功能房一应

俱全；茶艺、书画、摄影等

免费培训班，更是有声有

色。

“没事时我们都爱往

养老服务中心跑，老来有

所乐，养老变享老。”杨春

碧说。

仅在观音桥街道，社

区养老服务站的数量已经

达到16个，盘活这些“点”，

老人们享受到了更多元的

服务。

不止是观音桥。作为

推动养老服务的重要举

措，就在今年，我市计划新

增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200个，预计到11月全面投

入运营。

下一步，我市将实施

“千百工程”，再建 1000 个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站 ，建 设

100 个市级示范社区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在

家里，就能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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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指导老人上网

精细的医养服务

养老变“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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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萃

将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放在首位 工人们娴熟地操纵着挖
掘机，满载渣土的卡车来回
穿梭……近日，在国道G243
垫江澄溪至太平段施工现
场，机声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

国道G243项目是垫江
“五个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建成投用后，将成为加快
澄溪镇发展的又一大引擎，
对缓解渝巫路交通压力，拉
动垫江县华夏牡丹园和太平
牡丹园两大园区一体化打
造，促进垫江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前期由于项目征地拆迁
的问题，曾一度使得工程建
设进展缓慢。

为解决这一问题，沿线
党员干部坚持问题为导向，
针对拆迁群众的家庭人员及
亲属、拆迁需求等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通过
正面引导，有效破解了征地
拆迁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通过党员干部的努力，
终于解决了项目前期征地拆
迁的问题，完成国道G243
项目征地红线内57户居民
的拆迁工作，搬迁坟墓261
座，为项目的快速落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建设，澄溪镇党员
干部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对每个项目工段落实1
名党员干部，负责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和督
促，并做好施工中的矛盾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等
工作。

为防止工程建设中可能会存在的贪污腐
败现象，垫江县从立项审批到项目竣工各个
环节都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严格执行立
项审批、财务审批、工程发包等制度，切实加
强安全质量监管、资金流向监督等工作，并从
严开展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从重查处违纪违
法行为。党员干部通过转变工作作风，树立
起廉洁干事的良好形象。

自国道G243项目开工以来，无论是在项
目资金使用、工程建设质量，还是施工安全等
方面，均无一起违纪违法案例和信访案件发
生。垫江国道G243项目建设有条不紊顺利推
进，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以上。

党员干部通过深入一线所展现出的担当
实干作风，在国道G243项目建设中起着关键
性作用。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实干精神，推动着垫
江县各大重点工程建设有条不紊地向前推
进。

2017年垫江县重点项目共92个，其中新
建和续建项目共62个，年度计划投资98.5亿
元，1-9月累计完成投资53.2亿元，33个年度
计划开工项目已开工21个，开工率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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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健身操第一节，热身运动，前振上下交叉走……”近
日，在垫江牡丹湿地公园广场上，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健身操爱
好者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为前来休闲、锻炼的市民奉献了一
场活力四射的健身操表演。

像这样有组织的健身操队伍，在垫江牡丹湿地公园随处可
见。此外，来这里休闲散步、跑步锻炼的市民也不少，在大家眼
里，牡丹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了市民们休闲锻炼、闲话家常的不二

选择。
“现在老百姓有更多休闲锻炼的地方，身体更好，精神更好，

生活在垫江也感觉越来越幸福。”这是众多健身爱好者共同的感
叹。

牡丹湖湿地公园建设只是垫江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的一个缩
影。今年，垫江除建设515亩牡丹湖湿地公园外，还规划约
1730亩绿地三合湖湿地公园，延续湿地生态，营造更生态宜

居的生活环境，届时，垫江将又添一处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生态环境的变化，得益于党员干部的有力推动、持续关

注。”垫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垫江县将老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放在首位。为进一步打造更为人性化的生态宜
居新城，仅今年上半年，全县就完成植树造林0.8万亩、义务
植树150万株，森林覆盖率达44%，治理水土流失11.44平方
公里。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城市干净卫生的环境而忙碌着。
他们是来自垫江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自“康养垫江·清

洁家园”城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在垫江全面推行以来，党员
带头长期义务清扫天桥、公路，清理垃圾站的画面，常常会在垫
江的大街小巷上演。

在高峰镇场镇，该镇党员干部挥镐舞铲，干得热火朝天。
清扫公路、清理垃圾堆……只要需要清理的地方，总会出现

党员干部的身影。或许是被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精神所感染，
一些群众也主动加入到了整治队伍中。

一些老旧小区的消防通道和过道总是被各种杂物所占据，
再加上缺乏管理，就形成了被人忽视的卫生死角。在党员干部

和群众的努力下，通道上的杂物很快被清除一空。
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启动以来，截至目前，高峰镇先后发动党

员群众600余人次，开展6次卫生大检查，督查整改9个村、18个
方面的环境整治问题，对重点区域、重点地段、重点部位进行集
中整治，整治生活垃圾堆放点47处，清理垃圾20余吨。

“街道干净了，堆积如山的垃圾不见了，环境整洁，连空气闻
起来都觉得干净了。”群众的感受就是对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的最好认可，也使得党员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
象发生了转变。

“深入一线为民服务，党员干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树立起了
担当实干的形象。”垫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党员干部带头 城乡环境大变样

本报记者 王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