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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21日，全国人大调
研组来江苏调研养老服务工作，深
入了解我省基层养老服务机构运
营、养老产业发展、养老服务质量管
理等情况。省市有关部门建议，要
构建系统化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多
方设法“搭把手”，让养老孝老敬老
的子女能“喘口气”。

钱从何来——
长期支付能力需提升

截至去年底，全省60周岁以上老
年人口达到1805.3万人，占户籍人口
的23.03%，比全国平均高出5.13个
百分点。我省老龄人口增速快、寿龄
高，且呈现空巢化特点，独居老人和老
两口相依相伴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与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叠加挑战，“十二五”以来，省
政府每年都将养老服务有关内容列入
为民办实事重点任务。省政府有关负
责人说，我省着眼全体老年人基本生
活保障，进一步完善以基本养老为重
点，以社会救助、长期照护、商业养老
保险为补充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
仅2016年至2018年，省级财政就安
排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超过24亿
元，带动市县财政投入超过50亿元，
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超过240亿元。

基于中国传统养老习惯和观念，
我省加大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比
如，引导老年人家庭进行生活设施的
无障碍改造，政府对经济困难的失能、
失智老年人家庭进行补贴等。去年全

省接受适老化改造的家庭超过5万户。
我省已有8个设区市开展国家级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5个市被评为
优秀试点城市，数量为全国最多。省
级同步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创新
示范工作，全省建成1.94万家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站）、507家街道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8094家社区老年人助餐
点，各县（市、区）均建成虚拟养老院，
初步形成“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尽管如此，我省养老服务发展依
然不平衡不充分。省及各市、县政府
普遍向调研组反映，老人支付能力弱
是养老服务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南
京市建议，在全国加快实施长期照护
保险制度，对经评估符合条件的对象，
其接受养老服务的部分资金由保险支
付。省政府建议，由国家层面明确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任务目标、发展要
求等原则性内容，引导各地结合实际
稳步推进试点工作，缓解老年人接受
长期照顾的支付压力。

人从何来——
顶层设计“腾”出人手

家庭养老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不少
部门和地区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既提
供更多专业人才，又让子女有空“常回
家看看”。

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家庭
结构的小型化和少子化，多数家庭成员
缺乏必要的照顾时间和专业化照护技
能，家庭层面照料护理能力偏弱，难以
满足刚性需求。省民政厅建议，国家应

构建系统化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比如
将家庭适老化改造列入养老服务“十
四五”规划，向家庭成员免费提供照料
失能失智老年人技能培训推广，推广

“喘息服务”等。已在南京推出的“喘
息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面向家属
长期照护的重度失能老人，按每天150
元标准，为老人每年提供15天免费的
机构照顾，让家属得到适当调整休息。

很多老人希望身边有子女照顾，但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
查显示，我省空巢、独居老年人比例高达
55.3%，不少老年人缺乏精神寄托。全
国已有14个省区市出台实施“子女带薪
陪护假”制度，各地各部门向调研组建
议，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吸取地方
经验做法，以立法形式明确和细化“子
女带薪陪护假”实施；同时，以法律形式
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就近或共同居住等。

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与一些国家
相比，我国在保护老年人权益这方面法
律法规原则性强、操作性弱，难以将保
护落到实处，建议围绕老年人精神需
求，提高精神赡养的立法层次，针对不
同行为进行不同的责任追究，以使精神
赡养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智慧养老——
让人工智能帮上忙

家庭养老服务人才紧缺、专业化水
平不高，是我省各级向调研组普遍反映
的难题。全省失能、失智老人约有180
万人，以10：1的护理服务比测算，共需
18万名专业化养老护理人员，而目前全

省护理员仅有6.13万，供需矛盾突出。
徐州市反映，当地养老机构内护理

人员45岁以上的占64.4%，中专以上文
化程度的仅占7.4%，大部分月收入在
1200-2000元之间。无锡市反映，当前
养老服务行业薪酬偏低、社会认同度不
高，造成队伍不够稳定，专业医护人员、
营养师、康复师、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等
高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缺乏。

养老机构、护理院等专业化服务主
体对家庭的延伸服务也不充分。社区建
设的护理机构发展不足，对于失能、失智
老年人就近护理服务需求支撑不够。目
前全省享受居家上门服务的老年人有
149.8万人，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8.3%。

养老护理人员数量不足，发展“智
慧养老”也许是问题解决之道。我省制
定国内首个智慧养老建设省级地方标
准，填补国内相关标准空白。省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已建成运营，整合各地养老
服务信息数据。

全省各地搭建“互联网+养老”服务
平台，已建99个“虚拟养老院”。目前，
这方面探索仍在持续进行中。江阴市
反映，当前“智慧养老”平台数据汇总整
合运用尚缺乏一定手段，信息化服务面
相对较窄，服务效率还不高。省民政厅
就此建议，在国家层面开展“智慧养老
服务机构”“智慧养老服务社区”试点，
大力推广“互联网+”、物联网、5G和人
脸识别等先进技术，探索建立智慧养老
监管服务平台、老年人补贴远程申报审
核平台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 本报记者 陈月飞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江苏调研养老服务——

搭把手，让孝老的子女“喘口气” “祝老人们福如东海，寿比南
山。”7日中午11:30，在宿迁市洋河
新区李楼村党群活动中心，60多位
围着红围巾的80岁以上老人分坐
6桌，个个喜笑颜开，在鞭炮声和祝
福声中端杯共度重阳节，这是洋河
新区举办的“千叟宴”一幕。

当天，在洋河新区的50个村居，
同时举办了这样的“千叟宴”，共有

3085名80岁以上老人参加。宴会前，
各村爱老助老活动精彩不断。在李楼
村，老人们获得了查血糖、量血压服
务，观看了村里自编自导的文艺演出；
在张渡村，全体老人观看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直播；
东圩社区为敬老孝老模范之家颁发
了荣誉证书；六里棚村为老人们播放
红色电影……据介绍，洋河新区今后
每年都将开展“千叟宴”活动，打造孝
老敬老这一名片。 本报记者 徐明泽

本报通讯员 唐献军

“千叟”欢宴度重阳
特 写

本报讯 9月 30日上午，扬州
警察文化园开园。去年底，扬州市
在廖家沟东岸启动警察文化园建
设，经过一年的努力，扬州警察文化
园落成开园。在文化园的英烈墙
上，铭刻着6位公安烈士、10位见
义勇为烈士、26位因公牺牲民警的
名字，他们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打击犯罪、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英勇牺牲。 （裴 雨 李 源）

扬州警察
文化园建成开园

上班考勤刷脸，进单元楼栋刷
脸，手机支付刷脸……最近，泰州市
海陵区的不少公厕也开始刷脸取厕
纸了。

在泰州城区，公厕有一个特别
的名字——“城市港湾”。9月 25
日上午7时左右，记者来到泰州市
人民广场，远远看去，公厕就像个小
商业综合体，刷新了市民们的认知：
宽敞明亮的环境、干燥整洁的地板、
绿意盎然的盆景植物……如果不是
门头上醒目的公共厕所标牌，很难
把它和卫生间联想到一起。

72岁的张龙庆晨练一结束，就
径直走向“城市港湾”过道的一台机
器，面朝黄色的扫脸识别区，3秒不
到，机器便吐出80厘米长的厕纸。
屏幕同时显示，本机已取用3288人
次、取用总数达 15133013 人次。
泰州市环卫所清洁服务中心经理倪
如宇说，人脸识别供纸机是9月初
安装的，每天至少要换1卷纸，每卷
纸200多米，能供200多人使用。

在公厕管理员的带领下，记者
走进“城市港湾”进行参观。倪如宇

介绍说，按照地面不滑、气味不臭、光
线不黑、蚊虫不叮、如厕有纸的要求，
原来的地砖换成防水防滑的PVC地
板，增加了纱门纱窗，每天早上喷药水
防治蚊虫。

记者了解到，这是泰州《“城建惠
民”两年行动计划》中公厕人性化改造
工程实施带来的细微变化。这一改造
工程被列入六大行动之一的“环境卫
生治脏行动”，牵头单位是城管局，责
任单位包括发改委、公安局、财政局、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

从泰山公园“城市港湾”路过的任
晓晓说，免费厕纸的提供给大家带来
了很多方便。泰州市环卫所清洁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孙小玲告诉记者，今
年新改建的环卫厕所增加了女厕蹲位
数，优化后的男女厕蹲位比例将调整
为2:3。

“城建惠民管理，既要有温度，又
要有智慧，让好政策长期惠及每一位
市民。”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徐保国
说。为吸取其他城市公厕免费领纸
因不限量供应最终导致该服务难以
为继的教训，这次泰州通过智能管理
对有需要的市民进行“限量供应”。根
据计划，在改造资金落实的基础上，泰
州市城管局环卫处力争在今年底前对
负责管护的163座公厕全部完成人性
化改造。 本报记者 赵晓勇

公厕装“神器”，刷脸能领纸

本报讯 南京市文化企业商会
成立大会日前在江苏大剧院举行。
南京市委宣传部、市工商联、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商会会员单位及社会各
界人士等300余人参加大会。

会议现场举行揭牌仪式并启动
《青年梦想空间》计划，与南京林业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合
作共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组建
青年创业导师团，帮助大学生提高
创业成功率。预计到2024年平台
将协助大学生投资创办25-50家
工作室和12-20家公司。（魏晓敏）

南京市文化企业
商会成立

本报讯 6日下午，几条短视
频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迅速传
播，视频中一些年轻人在拓印梁武
帝萧衍修陵的石刻。记者从省文物
部门了解到，此次事件是未经文物
部门许可的盗拓，丹阳市文物部门
已经报警。

南京文物爱好者邵世海告诉记
者，当天中午微信网友“若耶溪”在“金
陵文物古迹”群里发了拓印南朝石刻
的视频。经过询问，“若耶溪”发现这
些自称是“上海大学学生”的年轻人并
未办理审批手续，涉嫌违法，在制止未
果后立即向丹阳市文物部门举报。文
保人员迅速到达现场，记录了车牌照
等相关信息后劝离了拓印者。

据了解，事发地三城巷有萧衍
及其父亲萧顺之、儿子萧纲，和另一
座失考墓的石刻，均为国家级文保
单位，四处石刻均遭盗拓。由于拓
印需要专门的技术，操作不当会对
石刻造成污损，因此涉及文物的拓

印需经文物部门许可，并由专业人士
操作。而此次盗拓，已经在萧衍、萧纲
陵墓石刻留下少许墨迹。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未经许
可私拓违法，可处2万元以下罚款，如
果对文物造成损坏，可追究刑事责
任。目前丹阳文物部门已经将相关信
息移交给警方，等待进一步调查处理。

此事并非我省第一例因盗拓被调
查处理的事件。早在2014年，邵世海
曾举报南京萧景、萧憺南朝石刻遭盗
拓，涉事者被拘留7天并处500元罚款，
文物部门花费4万元左右才将石刻清
洗干净。邵世海认为，大量的不可移动
文物散落在人迹罕至的田野，此事也提
醒主管部门，要加强视频监控和巡逻，
保护珍贵而又不可再生的文物。

丹阳市文物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当地南朝石刻正在准备申遗，已
经联合南京博物院即将开展考古工
作，当地将编制严格规范的保护规划，
加强对南朝石刻的保护。 （王宏伟）

国宝南朝石刻遭盗拓
丹阳文物部门已报警

7日，连云港港口码头数千名工人依然坚守在一线岗位上，对进出港的各种货物进行装卸作业，确保“十一”期间港
口“人员不停工、货物不压港”。图为工人在连云港港东方公司码头的泊位上忙碌。 王 春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