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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下午，白城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期间举行联组会议，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市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对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
行专题询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洪波委员询问：
养老服务涉及亿万群众福祉，国家先后制定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对养老服务作出顶层设计。但目前我市尚
未制定专项养老服务规划，导致全市养老事业部门无序发展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什么时间能启动规划制定？

市民政局局长费建伟应询：
目前，我市养老专项规则还没有制定出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从自身上说，各

部门对养老专项规划缺乏足够的重视。民政部门作为牵头部门站位还不高。多年
来，全市养老服务工作管理力量薄弱，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多数是身兼多职，
缺乏对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思考。二是制定我
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还需强有力的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撑。国家是2019年11月
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一年来，省政府、省民政厅正在积极
的研究制定过程当中，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民政部门也
在全力以赴对相关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和组织调研。同时，民政也多方联系规划单位，
积极的筹措资金，受本市财力和域内的规划单位资质能力的限制，这项工作推进相对
缓慢。截止目前全省九个市（州）都没有出台养老服务的专项规划。

关于什么时候启动这项规划？现已着手进行推进，一是我市已将“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深化养老市场化改革，推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有机融合，打造
高品质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医养康养文养水平”等相关内容纳入到白城市“十四
五”总体规划之中。二是经过与省民政厅的多次联系和汇报，省民政厅即将出台吉林
省养老服务业综合指导意见和养老服务“十四五”规划，市民政局将在省民政厅的规
划指导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出台我市的养老服务“十四五”专项规划和中长期
养老服务规划，并组织实施。

张洪波委员追问：
在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老

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费建伟应询：
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基本养老服务，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逐步形成兜底供养有
保障、普惠养老能满足、中高端市场可选择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机制”，这是总的指
导思想。重点规划将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养老服务基本保障。制定全市的基
本养老服务项目清单和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统筹养老服务资源，规范服务流
程。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津贴补贴制度，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实，全面建立居家老
年人巡访制度，重点关注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
老年人，提供精准帮扶和精细服务。二是健全完善养老服务设施。突出公办养老机
构兜底保障的作用，在满足传统供养对象需求的前提下，把闲置的床位向社会开放。
继续实施县级统一管理，采取“多镇合一、城乡一体”方式，整合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
心。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完善老年人社区学习网络，支持社区将养老服务设
施低偿或无偿用于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三是持续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发挥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作用，积极发展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加快完善“1+N”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即一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指导多个日间照料中心模式。四是提升医养康养
结合服务能力。大力支持开办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养
老服务，逐步建立完善以机构为支撑、社区为依托、居家为基础的老年护理服务网
络。五是推动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数字化水平，启动建设全
市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整合线上线下的资源，创新开展医疗救护、健康咨询、紧急
救护、生活照护、物品代购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项目，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
务。

刘金凤委员询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有逐年加重的趋

势，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请问：民政部门在应对人口
老龄化，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还存在哪些突出问
题？

费建伟应询：
白城市常住人口为155.14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36.6万人，占比24%，65岁

以上老年人口24.6万人，占比16%，两项指标均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市已经
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158家，床位9104张，收养老人
近3800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全市养老机构300张以上床位的有6家。医养结合养
老机构有59家。全市106个城市社区中建成日间照料间84个，占比79.25%，919个
行政村建成农村养老大院253个、农村日间照料间实现全覆盖。可以说基本满足了
全市养老服务需求，但是也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一是全市养老服务工作缺少规划。
近年来，全市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服务专项规划，导致各地养老服务开展不均衡。二
是养老服务资源利用率不高。全市各类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为42%，受老年人入住
机构意愿不高、服务质量不高等因素影响，导致养老服务资源闲置，社区日间照料功
能发挥欠缺，村屯的养老场所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财政投入普遍不足。因我市财力
紧张，养老服务专项资金以上级投入为主，存在配套不到位情况，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还没有开展，制约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更好开展。四是养老服务管理工作
力量不足。机构改革后，市、县两级民政部门受编制限制，都没有专门负责养老服务
管理的内设机构和人员，多数为一兼多职，工作人员数量与养老服务工作需要不成比
例。五是养老服务机构安全隐患较为突出。部分养老机构负责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对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安全隐患较多，个别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设施落后和消防设
施不达标等问题。

基于以上养老机构的现状，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突出外部引进。以我市现有的养老服务资源为载体，引入域外优质养老服
务资源，在招商引资引智上下功夫，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方式引入到我市；二是
强化内部培养。以组建养老服务协会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协会的引领带动作用，将全
市优质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打破区域限制，打造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为主体的

“三社”联动机制，充分探索“养老公寓+养老服务”、“ 党建+养老服务”等模式，探索
具有白城特色的养老服务新模式；三是突出政策扶持。充分发挥政策的扶持作用，以
养老服务联席会议为依托，督促成员单位的扶持政策抓紧落实；四是突出典型引领。
充分挖掘全市养老服务领域的典型经验做法，尤其是以白城市养老服务中心和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模式为典型，利用试点探索“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成功经验后，在全
市进行推广，实现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市养老服务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五是加强安
全监管，以养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为依托，建立协作机制，采取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加
强安全责任能力。

林淑琴委员询问：
为了促进市级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国家和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加大

补贴力度，提高养老服务质量。请问：我市在民办养老机构方面，相关补贴、水电气和
电视收视等优惠政策是怎样落实的，具体情况如何？

费建伟应询：
首先，介绍一下我市制定落实民办养老机构补贴和水电气等优惠政策情况。目

前，吉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以下六个方面：分别是养老机构建设补
贴、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贫困老人入住机构补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贫困居家失
能护理补贴，以及用于其他与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相关的支出项目。近年来，我们一是
认真履行专项资金管理职责。及时按照省里下拨的资金数量，对民办养老机构（含公
建民营）和收住社会老人的公办养老机构，根据实际入住老人数、月数和生活自理程
度给予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对收住60周岁以上的特困人员、城乡低保家庭老人、计
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老人的民办养老机构（含公建民营），给予贫困老人入住机构补
贴。二是认真落实系列优惠政策。按照国家、省相关政策，白城市政府出台了《白城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养老机构用电、用水、
用气、用热享受居民生活类价格；使用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按居民用户
的70%收取；使用宽带互联网，其安装费、使用费等按70%收取”。经过前段时间督导
情况排位来看，全市五个县（市、区）基本都能够落实相关的优惠政策，个别的地区在

价格优惠和机构补贴方面还存在着落实不到位的现像，下一步市民政局将严格指导、
督导和检查，把这项惠民政策切实落到实处。

陈宏伟委员询问：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人多样式、多层次、个性化的养老需求随之增加，

对养老服务事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请问：针对老年人医疗、康复、精神文化等供给
不足问题，我市在医养康养文养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

市卫健委主任王月和应询：
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差距：一是资源供给不足。现在全市65岁以上的老年

人24.6万人，医疗机构的康复和护理床位仅有2000多张，随着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增
加，护理床位的缺口增大，而且结构也不合理，专业的老年人医养康养机构数量很少，
设施不足。二是专业人才紧缺。老年人护理工作人员总量不足、待遇不高，工作比较
辛苦，招人难和留人难的问题也很突出。目前，从业人员年龄普遍偏大，专业技术水
平、业务能力都亟待提高。

针对这两个突出问题，将从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促进老年医养康养事业的发
展。一是促进医中有养。支持医疗机构建设老年病科。在2018年已经启动，目前，
全市有12家公立医疗机构开设了康复科（老年病科），下一步，将加大推动力度，尽快
在公立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全面的建立康复科（老年病科），同时在基层的医疗卫生机
构，也就是社区服务中心、乡镇的敬老院、乡镇的卫生院增设康复护理床位，有条件的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老龄人口比较多的医疗机构建立康复中心。二是促进养中有
医。大力推进养老机构根据服务需求和自身能力，开展医疗服务。目前，全市五个县
（市、区）均都至少建立一家医养结合机构的工作目标。其中发展较好的有市区的两
家比较大的养老机构。下一步要总结经验，查找差距，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研究政
策，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养老机构更多的开展医疗服务。同时要继续加强基层的医疗
卫生机构与乡镇的康养服务中心的医疗合作，通过签约服务的模式，经常性的为乡镇
的养老机构提供医疗上门诊疗服务，实现医疗机构对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的常态化输
出。三是促进居家康养。依托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加强与社区家庭的合作，通过签订

“医养融合”服务协议，与有意愿的老年人家庭建立医疗服务关系。要继续做好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高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率，逐步实
现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护理服务。四是促进人才培养。加强医养康养人
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每年聘请省内医养知名专家来白授课，定期组织参加国家老年
医学培训，使各级医疗机构老年医学从业人员都能够得到不同层次专业培训和指
导。计划建立市一级的老年医学人才库，组建一支包括20名医生、20名护士参加的
市级医养康养专家组，加强学术研究和指导，提升老年人医养康养人才支撑，鼓励医
学专科人才从事老年护理医疗服务，不断提高全市医养康养机构老年医学服务水平。

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张艳应询：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长，老年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其中精

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为解决我市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市文广旅局
将从推进服务设施建设、丰富服务产品供给、加强老年群众组织发展、加大资金保障
力度四个方面，推进下一步工作。

（一）在推进服务老年人的公共文化体育和旅游设施建设方面。一是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建设和完善图书馆、博物馆、群众艺术馆、滑冰馆、游泳
馆、城乡健身路径等基础设施，为老年群众提供更多、更便利的文体活动场所。二是
提升服务功能和水平。开展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所有公共文化设施和室
外体育设施全部免费向群众开放，市全民健身中心乒乓球馆、羽毛球馆每天上午对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开放。三是加强老年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市内景区景点建
设和提升，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旅游目的地。规范引导景区景点执行无障碍环境建
设标准，适当配备老年人出行的辅助器具。积极推动景区实行对老年人门票减免等
优惠政策，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旅游需求。

（二）在丰富服务老年人的公共文化体育和旅游产品供给方面。一是搭建老年人
学习娱乐平台。利用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大院、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场所，组织开展面向老年人的文艺创作、艺术鉴赏、骨干人才等
方面的培训，支持和指导老年人自发开展健康的娱乐活动。二是搭建老年人的展示
和交流平台。开展“歌舞鹤乡•放飞梦想”和“快乐运动•幸福鹤乡”两个品牌的活
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老年群体能够相互交流展示风采，这其中也包括“京
剧票友”大赛、“老年好声音”大赛、秧歌展演、广场舞展演等深受老年人喜爱的传统活
动。通过“送演出下基层”、送电影下乡等活动，丰富农村老年人的娱乐生活。三是开
发适合老年人出行的多样化旅游产品。以生态休闲、养生保健、民族风情、红色文化、
乡村民俗等资源为依托，打造老年人养生度假旅游产品，开发适宜老年人出行的精品
路线，为老年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三）在加强老年群众组织建设方面。一要支持老年群众文化团体和社会体育组
织建设。力争在数量上有增加，质量上有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市群众文化团体将
超过4000个，社会体育组织将达到600个。二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发挥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作用。文化志愿者队伍将增加到
5000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将达到3000人。三是培育壮大老年志愿者队伍。充
分发挥老年人的智力优势、经验优势、技能优势，动员和支持老年人按照“自愿”和“量
力而行”的原则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为其提供机会、搭建平台，促其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

（四）在加大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的经费保障和资金投入方面。一要紧盯国家
和省政策导向，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二要吸引社会资本和公益资金投入老年
文体和旅游事业，助力城乡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

总之，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一步满足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市文广旅局将以此次专题询问会
为契机，认真贯彻上级部署，狠抓工作任务落实，为提高我市养老服务水平，发挥应有
的作用。

朱怀委员询问：
我市“一城三区”发展战略中，养老服务是重要方面。洮北区作为“一城三区”主

战场，是建设区域中心城的重中之重。请问：洮北区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如何发挥
作用？

洮北区政府副区长吴嘉彬应询：
针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几年，洮北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始终聚焦主城

区的功能作用，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专业化、职能化和标准化工作中，重点做了以下
四项工作。一是科学规划。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养老方面的要求，分区分级
规划设置了养老服务机构，采取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辅、医养和康养相结合的方
式，以颐年养老院为试点，积极建设“互联网+养老”的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助医、
助洁的服务，并计划在2025年年末，在全区范围内重点打造一批文养、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医疗机构典型，构建符合发展形势的养老服务体系。二是夯实基础。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对52家居家养老机构、50个城乡社区日间照料间、54个农村养老大院的
功能进行再完善、再提升，使其发挥更大作用，目前看效果十分明显。此外，还改扩建
了5个乡镇福利中心，增设了养老床位，提升了服务空间。三是释放红利。将符合参
保条件的60周岁以上的低保贫困老人全部纳保，为农村70周岁以上的低保老人增发
低保金，为80周岁以上的低保老人发放高龄津贴。四是创新模式。重点扶持颐年、
康泰2家养老机构，探索“医养+康养”新模式，在养老院内设置医疗科室，聘请专业医
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就医保洁服务，解决老年人看病贵、护理难问题。同时，对此模
式不断总结完善、提升，向全区复制、推广。

朱怀委员追问：
洮北区在引进社会资本、盘活闲置资产、提供差异化服务上采取了哪些举措，取

得了哪些成效？
吴嘉彬应询：
一是优惠政策引导。主要是在土地、房屋、水电费等一些生产生活要素方面，考

虑推出一些优惠政策，以此提高社会资本吸引力。目前，天津乐聆养老服务公司已经
在洮北区域内开展了养老需求调查、志愿者队伍创建、养老设施装修等前期工作。洮
北区还以林海镇和保民农场2个公办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为依托，引进爱心服务团队2
家，采取“公建民营”方式开展养老服务。二是盘活闲置资产。在辖区内通过整合闲
置的养老院和学校，优选一批适合用于养老服务的房屋进行改建、扩建，通过“公建民
营”的方式壮大农村养老事业，用于保障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三是抓好安全监管。
在社会资本注入后，我们将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机制，进行联合监管、联合执法，坚决取

缔无资质的养老机构，全力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
于鸿丽委员询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符合要求的老年人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作出规定，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给予部分或者全额补贴。同时，还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
人护理补贴作出规定。请问：这些补贴政策在我市落实情况如何，补贴标准是多少，
未落实的何时落实，有什么具体打算？

市医保局局长周大成应询：
一、落实个人缴费补贴政策
医疗保障部门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参保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城乡

低保人员和特困人员，通过医疗救助资金给予部分或全额参保补贴，其中，对城乡特
困人员全额补贴，对脱贫人员和城乡低保人员每人每年补贴130元。2021年城乡居
民缴费标准为320元，城乡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补贴，个人不缴费, 脱贫人员和城乡低
保人员每人补贴130元，个人缴费190元。全市共资助符合条件老年人128885人，补
贴资金合计1765万元，其中资助脱贫老年人44506人左右，补贴资金约578万元，补
贴城乡低保老年人79576人，补贴资金1034万元；补贴特困老年人4809人，补贴金
额153万元。

二、探索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医疗保障市级统筹的意见》（吉政发[2020]3

号），2025年底前，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
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险政策体系。其中长护险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长期护理
保险以因年老、失智、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
保人为保障对象，重点解决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
医疗护理等所需费用。我省长春、吉林、松原、通化4个市（州）已陆续开展了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工作。我市暂时没有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按照国家
医保局要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必须经国家医保局批准才能组织实施，地方
没有自主权。二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处于试点阶段，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从已经
开展试点地区的工作看，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亟需解决，比如供给和需求严重不
对称。近年以来，我市一直在研究、探索、学习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目前我市已具备开
展长期护理保险的条件。市医保局已通过省医保局向国家提出申请，适时开展长期
护理保险，力争明年纳入国家试点范围，在我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试点阶
段计划从城镇职工起步，重点保障失能人员的基本护理需求，从定点养老机构服务逐
步扩大到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服务，待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经验成熟后，2025
年前启动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让这项惠民服务惠及更多老年人。

雷洪斌委员询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同时，国家自然资源部规定，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配套建设养老服
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请问：我市普遍存在的社区养老服
务用房不足是否是因为这项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的？请说明具体情况。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主持工作）梁志勇应询：
我市普遍存在养老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缺乏规划

引领。《白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中规定“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
施”。但目前我市没有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支撑和指引，导致养老设施布局与养老
需求不均衡、不匹配。二是执行规范有欠缺。客观上，2019年以前的《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中，养老服务设施为非强制配套内容；主观上，对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此在执行规范中没有重点关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内容要
求。三是布局方式不均衡。建设方摘得的地块有的规模较小，单个街坊级的小区没
有设置养老服务用房，导致多个小区形成居住规模后，养老服务设施布置缺失。5年
来白城市共建设居住小区26个，其中街坊小区19个（占地8公顷以下），5分钟生活圈
小区7个（占地8-18公顷）。结合社区和公共活动服务中心一体化配套建设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的居住小区配套只有6个。

下一步将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要求，完成相关规划编制，合理
规划布局，做好养老体系建设工作。一是编制专项规划。配合相关部门科学编制《白
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并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期确立建设目标，推
进实施。二是深入专题研究。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专题内容，分市域和中心城
区两个层级对养老服务体系进行系统构建，对养老设施进行分级布局。三是强化设
施建设。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合理划分1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5分钟
生活圈居住区，根据老年人口布局和发展需求，校核服务半径和覆盖情况，因地制宜，
结合实际，“填缺补漏”，以社区生活圈为单元补齐养老设施服务短板，与社区服务中
心等设施功能衔接，提高使用率，发挥综合效益。四是保障设施供地。根据养老服务
需求，分阶段供应国土空间规划和详细规划确定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并落实到年度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优先予以安排。

鲁英委员询问：
我市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受投入不足、设施改造难的制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然

而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养老机构又有着现实社会需求。请问：我市民办养老机构消防
安全存在主要问题是什么，下步如何应对？

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李向刚应询：
截止2021年8月，据消防部门统计全市民办养老机构共105家。其中，市区47

家，大安市28家，镇赉县16家，洮南市14家。从平时消防安全检查掌握的情况看，公
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明显好于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50张床位
以上）明显好于一般单位，城镇养老机构明显好于村镇养老机构。这是我们掌握的一
些基本情况。当前，民办养老机构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消防安全工作在思想上没
有引起管理者足够的重视，总是认为火灾离我们很遥远，存在着思想上的麻痹，行动
上的侥幸。这样的认识导致一些消防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一些消防设施投入不到
位，一些教育管理不到位，还有的一些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对于消防安全的硬件设施
不愿意投入、不想投入这种现象也是大有存在。可以说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的
火灾隐患。二是消防设施不达标。《吉林省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养老机构不
需要审批，只要注册了工商营业执照就可以营业，消防设施缺失、疏散通道堵塞和一
些可燃装修材料等“先天性”火灾隐患，一旦投入使用以后改造起来十分的困难。加
之，现行国家技术标准对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要求越来越高，维修改造成本高、占
用空间大，也导致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不愿意改造，主动改造的积极性不高。三是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不高，主体责任没有落实的问题始终存在。主要存在养老机构主要负
责人安全意识不够，消防设施、电器线路等维护保养不及时，另外，平时教育和培训不
到位致使一些消防安全管理人和一些工作人员对自主检查火灾隐患，发生火灾时的
报警，发生火灾时的疏散，应对发生初期火灾的能力明显偏弱，容易发生小火灾酿成
大事故情况。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消防和民政主要在三个方面来加以解决。一是要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民办养老机构达标建设活动。年初以来消防和民政下发了《消防安全管理
协作机制》，在协作机制的框架之下，今年7月28日，市民政局在洮南市开展全市养老
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达标创建活动，各县（市、区）主管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的负责人
和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共150余人参加了现场会，现场会上养老机构对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的经验、方式、方法进行了展示，标志着整个全市的养老机构达标创建活动
正式开启。下一步对全市养老机构的目标是在每个县（市、区）创建一个达标的单位，
形成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化、模板化内容在全市养老机构内推广。二是建立红
白名单制度，分级评价养老机构，以达标创建为基础，由民政、消防共同聘请社会的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电气和燃气等领域专家，吸纳邀请群众参与，邀请媒体监督，共同组
成干部+专家+群众+媒体的考评组。对全市105家民办养老机构和53家公办养老机
构进行达标验收，对其进行分级评价，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引导社会群众自觉选择安
全标准高、服务质量好的养老机构。三是全面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前两个方面
就是设施达标，一些具体的措施促进消防安全工作都能做到达标。下一步在消防安
全管理能力上要狠下功夫，消防和民政将持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排查、大宣传、大
培训、大演练”四大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三个不发生”，即：“不着火、不扩大，不亡
人”的工作目标。进而全面提升养老机构事前事后消防安全能力，事前就是要具备隐
患排查和自主整改隐患的能力，事后就是一旦发生火灾，会报警、会组织人员疏散、会
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下一步，消防、民政和养老机构将共同努力，为养老机构营造
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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