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入社会化服务，构建养老特色品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

服务业。在不断迈向老龄化的上海，如何培育好养
老产业这片蓝海市场，财力投入、方案设计和社会
化服务缺一不可。因此，近年来，长宁区鼓励扶持一
批新建养老机构以委托管理方式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 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设施运作中打造
“申宁苑”这一品牌，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与专业机
构合作，优化日常运营和功能拓展。

在此基础上，长宁区国企率先进行技术和管理
转型，探索“物业+养老”创新服务。时任上海新长宁
慧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秀介绍，随着上海
人口深度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以提供物业管理和
房屋维修为主的物业公司面临迫切的转型需要。

新长宁集团便于 2016年 6月组建上海新长宁
慧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研发慧·居家———居家
服务助老人“原居养老”、慧·助餐———助餐服务解

老人“吃饭难”、慧·照料———长者之家护老人“喘息式
养老”、慧·改家———适老改造让老人居住“无障碍”、

慧·加美———电梯加装圆“悬空”老人“电梯梦”、慧·家
园———设施共享建“惠老家园”等六大特色品牌，构建
“物业+养老”创新服务模式。这一新模式一经问世就
得到居民普遍认同，2016年 6月至 2018年 7月，“新
长宁慧生活”APP用户已达 9万人。

作为全国首个“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企业”创新实
验区， 长宁区还通过配套政策吸引了包括华燕房盟、

晨讯科技、颐家、夕悦、福寿康、联通、东软熙康、友康
等一批“互联网养老企业”入驻，从养老大数据智慧平
台建设、老年活动室功能优化、失智老人及家庭支持、

困难老人智能居家安全及慢病管理、低龄老人牵手高
龄老人互助等多个领域丰富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专业
化和社会化供给，不断满足社区老年人个性化养老服
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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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新泾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二楼的“康养驿站”引入了多款智
能检测设备，可以精确检测采集老人体重、血压、血氧、骨密度等体质数据，还
能够在长宁区健康大数据管理平台上进行综合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
智慧养老，结合三甲医院专科医生的远程问诊，社区老人不出街道范围，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预警—检查—问诊—康复”的医养结合信息化照护。

长宁是全国较早打破部门壁垒，率先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护理站、

居家养老服务站等“三站一体”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城区。2019年上半
年，全区已累计为 1万余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多元康护服务。其中，5家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创新设立了“康养驿站”，依托区内 13家医疗机构，开展中医
“治未病”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全区 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
医生服务签约率已超过 85%。

到底何为“康养驿站”？长宁区民政局介绍，社区康养驿站融合多款智能
设备，包括检测身高、体重、人体成分、血压、血氧、骨密度等项目的大数据平
台，居民可以通过社区“健康小屋”自主选择体检项目，包括自助健康检测、健
康档案建立、慢病筛查等。相关检测数据还可同步至民政智慧养老平台，通过
大数据分析，为政府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获得感，除常规监测项目外，长宁居民还能定期享受
大型设备的疾病筛查，包括移动超声、远程心电、眼底筛查、动脉硬化等疾病
检查。“康养驿站”通过设备、平台和服务综合提高居民健康意识，提升街镇服
务能力，打造健康养老、幸福养老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与此同时，在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支持下，长宁区针对养老服
务“问不清”、“找不到”的现象，以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为依托，在全
区 9街 1镇实现社区养老顾问全覆盖。11个顾问点的 73位养老顾
问员通过大数据支撑，为全区近 40万老年人提供政策咨询、资源链
接、智能顾问等服务。还建立全区统一的养老服务呼叫中心，为老年
人提供居家养老、主动关爱、社区为老志愿服务、便民服务、“一键
通”及 24小时紧急援助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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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优质+均衡”养老服务体系
■ 舒 抒

“长寿康宁”炼成记
家住新泾六村的赵阿姨最近改变了一项生

活习惯， 原先热衷到大医院排队做检查的她，现
在经常到位于北渔路 84号的北新泾街道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量血压、做日常检查。虽然这里
的建筑面积只有 1000余平方米，但一走进大门，

几座花箱隔离出的小花园和户外走廊摆放的四
分类垃圾箱，都让这座运营刚满一年的社区为老
服务中心充满生活气息。

2018年，长宁区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了
85.49岁，高出上海居民平均期望寿命 1.86岁。对
地处上海中心城区长宁来说，如何让每一位老人
安度晚年，在为老服务方面使“寸土”发挥出“寸
金”的价值，着实需要动一番脑筋。

养老布局规划先行

长宁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部， 区域面积
37.1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58.1万，实有人口 77.3

万。截至 2018年底，全区 10个街镇的 60岁以上
户籍老年人口达 21.37 万人， 占户籍人口总数
36.9%，是全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区之一。

为积极应对区域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形势，长
宁区早在 2008年就启动系列探索， 在全国率先
推出“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长宁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在推进国际精品城区建
设中统筹规划布局，于 2017年制定了《长宁区养
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建
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规划
中，为养老服务设施预留建设用地。在此基础上，

当年底， 长宁入选第二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区以及全国智慧应用示范基地。

2018年， 长宁又马不停蹄在上海率先出台
《养老“优质+均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养老
放到了与教育、卫生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民政部
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的考评中以第
一名获评优秀地区。

随着对养老政策体系探索的不断深化，2019

年，长宁着手对专项规划进行完善，以规划为引

领，根据区域内老年人口分布情况进优化养老设施
布局， 力争 2020年前新增养老床位 1100余张、新
增护理床位 1964张， 累计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
心 37家、长者照护之家 12 家，养老床位 6234 张，

逐步形成长宁“东、中、西均衡布局”、兜底需求与多
样化需求并存、民营资本与政府投入互补的优质均
衡发展格局。

多方位政策夯实养老体系

长宁区一直善于将产业发展与城市公共管理相
结合，在养老服务方面，同样注重机构、社区养老融
合发展。长宁区民政局局长章维介绍，2018年以来，

长宁相继制定出台了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
运营管理等 13个区级政策，支持养老机构服务向社
区延伸，鼓励“物业+养老”服务模式率先在长宁系
统化发展，同时采用多手段推进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长宁区委、区政府及区民政局等部门
积极协调区内国企， 盘活 30处闲置资源用于建设
各类养老设施，市场活力得以进一步激发。据悉，目
前长宁区所有公办养老机构和 60%民办养老机构
均开展了日托、助餐、助浴、助医等延伸服务。30余
家嵌入式养老设施通过支持物业公司等社会力量，

利用社区闲置用房改造小型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养
老顾问、喘息式养老、助餐、助医、助急、助行、助浴、

电梯加装咨询、惠老家园等一体化、一站式服务。

在人才培育方面， 长宁区于 2018年制定出台
《长宁区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设
立养老领军人才队伍专项资金，并在上海率先开设
全额补贴的养老人才大专班和中专班，为 1家新建
养老实训基地、4家新建培训机构提供奖补激励。预
计到 2020年，平均每年为 1000人次提供各类养老
人才培训，全区社区居家护理人员将增加 52%。

今年，长宁发布了《关于提升长宁区老年助餐
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除对低保、低收入老年人分
别给予 4元和 2元的助餐补贴外， 还对在助餐点、

长者食堂使用敬老卡就餐或送餐的本区户籍老人
提供每天补贴 1餐、每餐补贴 1 元的优待，扩大老

年助餐的市场化供给， 满足社区老年人个性化、高
品质的助餐需求，力争让助餐服务饭更香、情更浓。

构建“15分钟为老服务圈”

为应对中心城区资源紧张、 老年人口密度高、

居家养老需求普遍等情况，近年来，长宁区已在每
个街镇建设 1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2家或以
上长者照护之家。此外，每 4-5 个居委会还拥有 1

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每个居委会均建成 1座标
准化老年活动室。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 616个，其中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7 个、老年人
日间服务中心 22家、长者照护之家 13 家、睦邻点
323个、助餐点 54个、社区护理站及老年活动室等
其它服务设施 197个。华阳路街道已率先试点社区
嵌入式养老， 积极探索社区老年人原居安养模式。

今年年内，长宁每个街镇还将至少新增 1家老年助
餐点，基本形成“街镇综合服务圈—社区托养服务
圈—居民区活动圈—邻里互助圈—居家生活圈”这
一“五圈合一”的 15分钟为老服务圈。

根据 《长宁区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014－

2020）》要求，近年来长宁区深入推进“放管服”，积
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养老设施建设，协调区内国企
盘活 30处闲置资源用于建设各类养老设施， 并推
动机构、社区养老融合发展，机构资源向社区延伸，

全区所有公办养老机构和 60%的民办养老机构均
开展了日托、助餐、助浴、助医等延伸服务。与此同
时，长宁以推进家庭养老床位试点为契机，积极探
索“居室———小区———街区”的适老化改造新模式。

2012年以来，政府已出资为 1258户低保、低收入老
年家庭进行适老性或无障碍改造；2018年， 选取 7

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小区，因地制宜进行休闲空间
增设、无障碍通道、加装电梯改造，北新泾街道、新
泾镇还同时开展了适老性街区改造试点。 同时，长
宁区以适老化改造为基础，积极开展家庭养老床位
市级试点工作，探索把专业养老服务“搬”回家的新
型模式。

构建认知症友好社区，95后社工也来了
2018年起，长宁在新华、华阳等 5 个街道

开展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工作，以上海尽
美长者服务中心、上海颐家养老服务中心等机
构作为项目承接单位，通过在社区建立“记忆
家———社区认知症家庭支持中心” 的方式，探
索形成分层分级的认知症全链条服务模式。

谷东雪是一位 95后新生代认知症家庭顾
问。平时她主要在驻点在“尽美·虹桥记忆家”，

服务周边社区的认知症患者家庭，侧重为长者
开展非药物性的干预训练。小谷说，认知症家
庭的情况相对特殊和复杂，有时的确会感到辛
苦，“但更多时候，我收获的是一份份特殊的温
暖与感动。”

最近让小谷深有感触的， 是 68岁的罗叔
叔和他的爱人邵阿姨。罗叔叔是一名患有认知
症的长者，2015年他被诊断为血管性认知症，

由妻子邵阿姨照顾。第一次上门为老罗做评估
后，小谷回到社区卫生中心，并向前辈们请教
心得。之后每周，小谷都会定期到罗叔叔家，为
他展开干预训练。

“我们做的干预活动和游戏并不是以完成
或者满分为目的， 而是为了让患者得到锻炼，

完成不了也没关系。” 在这样的理念和信念支
撑下，老罗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最明显的一
次转变是，小谷带着他完成一次干预训练的游
戏后，老罗很高兴，说了一句“麻烦你了”，而不
再是往常的那句“谢谢，再见”。“当时我跟邵阿
姨都好高兴，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她
说，接下来的时间里，自己会带着这份感动和
使命感，继续服务更多的认知症家庭，为老人
们带去更多生活的希望和转变。

2018年 6月以来， 在上海市精卫中心、市
疾控中心专家的指导下，长宁区选取了三个试
点街道约 2.4 万名老人进行了三种不同方式
的认知症筛查摸底。在江苏路街道对约 1.7万
名老人开展了全面筛查， 在华阳路街道从辖
区 21 个居委会中确定 5000 名户籍老人作为
筛查对象， 在虹桥街道借助社区医生和健康
档案， 对 1900 多名老人进行初筛和评估。下
一步，长宁将与市民政局和专业机构合作，从
基本建设要求、全程服务要求、友好环境建设
要求、保障机制等 6个方面提出认知症友好社
区建设标准，为更好推进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
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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