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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旅亦医亦养老 朝阳产业映桑榆

———贵阳全力打造养老服务体系升级版

■核心提示

截至目前， 贵阳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66.01 万

人，占人口总数的 16.2%，贵

阳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且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加重。

近年来， 在贵州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

民政厅的精心指导和大力

支持下，贵阳市以推动养老

服务业与产业为重点，初步

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

养相结合” 的多层次养老

服务体系。

贵阳市在养老服务方

面已取得一系列成绩和荣

誉：2014 年， 被民政部、发

改委列为 “全国养老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

2016 年，被国家卫计委、民

政部确定为 “国家级医养

结合试点单位” ；2018 年被

财政部、民政部确定为“第

三批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

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地区” 。

2016 年至 2017 年，省、

市政府招商引资养老产业

项目有 9 个落户贵阳，完成

投资 8.01 亿元； 已储备养

老项目 60 余个， 计划投资

330 多亿元。

贵阳市正聚焦养老发

展主题，全力打造养老服务

体系升级版，将贵阳建成全

国知名养老目的地，让贵阳

成为各地老年人养老养生

和生态康养的乐土，真正实

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

贵阳三家示范医养中心展示

该中心是由南明区政府主

导、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新建的高品质创新型医养融合

机构，具备完善的社区医疗和养

老配套功能，基本实现了医疗和

养老的无缝对接。

中心建筑面积 6100平方米，

共 5层， 一到二层为按照二级医

院标准配置， 拥有 3家三甲医院

（贵州省中医一附院、 贵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 贵阳市口腔医院）

和两个博士工作站入驻的卫生服

务中心； 三层为功能完善的日间

照料中心；四到五层为温馨舒适、

充分适老化的长者养护中心。

中心致力于解决老年人，尤

其是失能、 半失能老人长期医

疗和照护的问题， 为老人提供

24 小时高品质的全程医疗和养

护服务。 医养中心通过入户摸

底调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家

庭医生签约等形式， 掌握辖区

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需求，精

准地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

医、助急、助洁“五助” 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

南明区铁建国际城医养中心

铁建国际城医养中心大楼。

小镇该由贵阳市医疗健康

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 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 亿元，

共布局 5 个项目：

贵阳市乐湾国际老年养护

院，综合三甲医院（原贵州妇女

儿童国际医院），养老住宅（适

老化住宅），商业地块，温泉康

养中心。

该项目以医疗服务产业为

核心，以医疗研发、健康管理产

业为特色，搭建高端医疗集聚平

台，打造集临床、康复、旅游为一

体，实现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

务融合发展。

项目依托综合三甲医院（原

贵州妇女儿童国际医院）， 由第

三军医大学著名博导和资深专家

团队领军，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

将建成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

专家型的国际性综合三级甲等医

院，医院总投资 35亿元。 建成投

运后， 将在 3年内达到贵州省综

合医院一流水平、6 年内达到西

南地区综合医院一流水平、9 年

内达到全国综合医院一流水平。

位于小镇内的乐湾温泉已

于 2017 年 11 月投运， 是集餐

饮、休闲、温泉洗浴为一体的温

泉养生中心。它与三甲医院立体

联动，形成一条以温泉为主要特

色的养生养老健康产业链。

乌当区东风医养健康小镇

乌当区东风医养健康小镇效果图。

该敬老院是贵阳市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的重

要成果，是一家公建民营的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

2013 年， 由云岩区人民政

府投资 3500 余万元， 贵州皇钻

老年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4000 余

万元建设。 整个项目占地面积

30 亩，分南、北楼建设，中心敬

老院北楼于 2013 年 8 月开工建

设，2015 年 6 月竣工。 建筑面积

约 13000 余平方米，主楼分为地

上七层，地下一层，共设置医养

结合床位 320 张，附楼三层为老

年护理院功能区和餐饮区。

中心敬老院内设办公室、客

服部、护理部、医疗部、后勤部、

餐饮部、财务室等部门，2016 年

初投入试运营。 2017 年经上级

卫计部门核准同意成立了 “云

岩区皇钻老年护理院” ，系全省

首家养老服务机构内设立的护

理院。

目前，正在争取南楼建设，

拟建设的南楼预计投资约 1.2

亿元， 建筑面积 18000 余平方

米，新增床位 500 张。 南楼建成

后，中心敬老院、老年护理院的

医、养功能更加齐备，设施、设

备更加完善， 不仅能更好地满

足更多老人对养、 医的刚性需

求， 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养老服

务、 医养结合工作将起到示范

引领作用。

在总结国内外标准化运营

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心敬

老院实际，初步建成了覆盖中心

敬老院、 老年护理院经营管理、

康复、护理、医疗、临终关怀等各

环节的服务标准体系。

云岩区中心敬老院（皇钻养老）

云岩区中心敬老院外观。

加强组织领导。 贵阳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养老服务业作为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

好、抓紧、抓实，成立了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将养老服务业发展工

作纳入各级各部门年度重点责

任目标进行考核。市委专题听取

贵阳市养老服务发展情况汇报，

要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四次就养老人才队伍建设、激活

养老市场、养老机构发展等情况

进行调研，市人大、市政协和市

级民主党派把 “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 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 列为重点提案加以推动，各

级各部门积极参与，形成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强大合力。

强化政策引领。 先后出台

《关于坚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战

略 全力推进健康贵阳建设的实

施意见》、《贵阳市全国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建设行

动计划》和《贵阳市国家级医养

结合试点单位建设行动计划》等

文件，在养老设施用地、人才培

训、税费优惠、产业发展、资金保

障等方面系统安排、 务实推进。

各区（市、县）按照要求，多形式

扎实推进各类养老机构和服务

体系建设，全市养老服务业呈现

百舸争流、各具特色的良好发展

局面。 编制《贵阳市养老设施布

局 专 项 规 划 （2017—2030

年）》， 将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

同步推进。 结合贵阳旅游环线建

设、 贵阳市养老产业发展规划、

贵阳市大扶贫战略，加快养老产

业发展区域化布局，打造中心城

区市场服务特色圈、城乡结合区

服务供给拓展圈、远郊区县基本

服务保障圈，实现全市养老服务

机构地域布局与功能定位比较

合理的区域差异性发展战略。

政策篇———政府主导 超前谋划

建设篇———城乡统筹 多轮驱动

抓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整合社区为老服务资源， 满足

老年人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学

习培训等方面需求。 2014 年，全

力打造 10 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示范点；2017 年下拨资金

144 万元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进行改造提升；2018 年将 25 个

日间照料中心和 30 个农村幸

福院列入省政府民政民生实

事。 目前，全市已建成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 43 个。

抓养老机构建设。 近年来，

全市投入 10 亿余元不断完善养

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2011 年

全市新建、 改扩建农村敬老院

31 所；2012 年，市委、市政府将

敬老院建设列为当年为民办十

件实事项目， 建设 11 所中心敬

老院；2014 年至今，新建了云岩

区曦阳老年公寓、 贵阳市社会

福利院“老人康复楼” 和“特教

区改扩建” 、贵阳市第二社会福

利院“三无” 老人安置楼等一

批项目， 新增床位 800 余张。

2016 年，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1.6 亿元，新建贵阳曜阳老年养

护院和贵阳乐湾国际老年养护

院， 预计两个项目 2019 年将投

入使用。

抓农村养老服务。 一方面，

提升农村敬老院服务水平，切

实落实敬老院管理运行经费。

各区（市、县）整合资源调配，

通过设公益性岗位、 聘用等方

式解决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 推动农村互助幸福

院建设， 完成三批农村互助幸

福院建设项目 400 个，其中市级

示范点 11 个。 目前， 全市已有

871 个行政村、575 个居委会建

立了基层老年协会， 在城市社

区的覆盖率达到 100%， 在农村

社区的覆盖率达到 96%。

创新机制，探索多元化养老

服务模式是推动养老服务业发

展的动力。

积极探索“互联网 +” 的养

老服务模式。乌当区推动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与智慧医疗健康云

平台的对接， 整合手机 APP、居

民健康卡等信息资源，全区已发

放居民健康卡 10 万余张， 其中

老年人近 1 万张。云岩区依托贵

州都市报 “96811” 平台 ，为

4000 余名特殊困难老人购买洗

衣做饭、就医陪护、家庭用品配

送等养老服务。贵阳市诚善爱老

敬老社会组织在全市开了 7 家

连锁经营店，2014 年至今为全

市鳏寡孤独、空巢、低保、高龄老

人提供免费午餐 78.8 万余人

次，全市学生、企业家、离退休老

干、爱心人士等在诚善开展志愿

服务 1000 余人次。同时，贵阳市

对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特困

供养人员建立了生活补贴制度，

全市每年发放高龄补贴 6500 余

万元，发放城市特困人员供养资

金 1178 万元， 农村特困养资金

2254 万元。

积极探索 “医养结合” 的

机构养老模式。 鼓励医院拓展

养老功能，建成住养、医疗、康

复一体化的综合养老机构，实

现“医养合一” ；鼓励有条件的

民办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护理，

提供医护服务。

中国红十字总会事业发展

中心“曜阳”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项目已落地贵阳并投入使用，贵

阳曜阳积极探索“1+5” 医养服

务模式，被列为国家发改委典型

案例；云岩区皇钻老年公寓建立

了老年护理院，实现养老院从单

一养老模式向专业养老护理、情

景交融管理、疾病康复、心理护

理、临终关怀等多功能健康养老

新模式的转变；云岩区康园老年

公寓、曦阳老年公寓、神奇日间

照料中心等一批养老服务机构

作为省级医养结合试点示范单

位，为全市医养结合发展提供了

示范。目前，全市 100%的民办养

老机构均通过内设医疗、医务室

（护理站）、 与周边医院合作等

方式，多形式地实现医养结合。

积极探索健康 + 养老运行

模式。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 在省民政厅的指导

下，贵阳市探索“健康 + 养老”

的运行模式，结合乌当区既是国

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也是国家

健康养老示范基地、更是贵州省

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示范区的

实际，在乌当区东风镇建设康养

健康示范点，贵阳市医疗健康产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乌当区

东风镇投资 100 亿元，建设医养

健康小镇。

探索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

采取 “投资多元化、 建设多类

化、经营多样化” 的灵活模式，

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多种形

式投建养老机构。 比如，南明区

夕阳红老年康复公寓，借鉴国外

先进的养老服务经验，试水“幼

儿园 + 养老院” 的“一老一小”

模式，探索出一条养老与幼教的

“双赢” 之路。

创新篇———探索创新 典型引路

激发市场活力，鼓励民间资

本参与是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关键。

从 2015 年起， 市级财政每

年安排 500 万元养老服务业专

项资金， 用于政府购买服务、养

老人才队伍培训、医养结合发展

等方面；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的

50%以上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

务业。

同时，贵阳市充分采取市场

化手段解决养老服务业发展资

金不足的问题， 通过公建民营、

民办公助、安排建设补助、运营

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

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

方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南明区中铁国际医养中心、

云岩区神奇日间照料中心等 70

余家养老机构已投资约 30 亿元

资金，建成医疗康复、智慧养老、

居家上门、医养结合等不同形式、

不同类别的养老机构， 满足老人

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开放篇———降低门槛 引资参与

加强养老护理人才培养。在

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贵

阳市民政局加强与高校的合作，

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

学校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增设

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快

培养老年服务管理、医学、康复、

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

方面的专业人才。贵阳护理职业

学院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培养养

老专业人才 200 余名；贵州医科

大学神奇民族医药学院每年培

养康复、 护理等方面的学生近

1500 余名。 同时，支持和鼓励养

老护理机构的养老护理员参加

企业在岗职工养老护理职业技

能政策性补贴培训，与市人社部

门合作对有意从事养老护理工

作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城市下岗

职工、退役人员等进行免费培训

150 余人；组织养老机构工作人

员参加老年服务管理、 医疗保

健、护理康复、营养调配、心理咨

询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累计达

800 余人次。 2016———2018 年，

市民政局会同贵阳护理职业学

院与德国蕾娜范集团联合开展

七期“中德养老护理培训” 及开

展三期养老从业人员培训，450

余人接受培训。这些人才的培养

为贵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

专业化人力资源支撑。

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监管。 起

草了《贵阳市社会福利机构消防

安全条件及“四个能力” 建设达

标创建活动方案的通知》 等文

件， 安排市级福彩公益金 365 万

元对 104家福利机构进行消防安

全改造。 市民政局每年联合市公

安消防支队、市督办督查局、市安

监局等部门对养老机构食品、消

防等安全工作进行拉网式的检

查。 同时，通过“市、区、机构” 三

级投入的方式， 推动养老机构安

装“智慧安全用电系统” ，切实消

除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

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市

民政、公安、卫计、质监、食药监、

老龄办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养

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方案》，

将养老院服务质量提升列入重

点工作加以推进，打造一批高标

准、高质量、标准化、规范化的示

范养老机构。 比如：云岩区皇钻

老年公寓与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合作， 建设养老标准化基地；贵

阳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作为全国

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

为提升全市养老服务质量提供

示范和样板。

人才篇———多方培训 优化服务

目前，全市养老机构达 128

个，床位总数 21699 张，每千名

老人拥有 33 张床位。

下一步， 贵阳市将以开展

“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 、“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

位” 和“全国第三批中央财政支

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地区” 为契机，依托养老规

划和旅游环线布局， 大力发展养

老服务，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投

资多元化、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

化的养老服务新格局， 全力打造

贵阳养老服务业发展升级版。

“十三五” 期间，通过多渠

道筹集资金，新改扩建一批养老

服务设施。到 2020 年，全市所有

社区覆盖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

幸福院， 全市 100%的养老机构

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医养结合，全

市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35———40 张。

在做好养老事业的同时，加

快养老产业发展，编制了《贵阳市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布 局 规 划

（2017———2030）》， 围绕贵阳市

旅游环线规划， 储备了旅游环线

康养项目 60余个，资金约 330 余

亿元。 目前，已与上海洪天、北京

301医院、中国科学院中科慧通等

企业合作洽谈，依托气候、旅游、

环境、 地理、 生态等资源禀赋优

势， 力争在养老产业发展上取得

突破， 将贵阳市打造成全国知名

的养老目的地， 让贵阳成为老年

人养老养生和生态康养的乐土。

展望篇———多措并举 升级发展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是推

动 养 老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保障。

每年春节 、重阳节等重要

节日，市委 、市政府、市人大 、

市政协及各部门 、社会组织 、

团体均走访慰问老年人和养

老机构，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尊老 、敬老 、爱老 ” 的优良

传统，使老年人充分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 社会各界的

关爱 。

关怀篇———走访慰问 温暖老人

铁建国际城医养中心的护理人员在照料老人。

温馨舒适的云岩区中心敬老院。

设在南明区铁建国际城医养

中心内的医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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