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对养老、医疗的
需求不断增长。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在
一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3月10日， 围绕如何破解养老难
题，全国人大代表张琳、丁小兵均提出各自的想法和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张琳。 记者 黄京 摄 全国人大代表丁小兵。 记者 童迪 摄

“孤独症群体及家庭是特别
困难群体， 不应成为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的短板。” 张大方呼吁，完
善孤独症救助体系， 建议在全国
开展孤独症患者的患病率普查，
向社会公众普及孤独症的常识；
加强专科医生和专业康复训练人
员的培养， 提高专业识别能力和
诊断水平， 以及从业人员资格准
入制度等， 以提高孤独症的诊断
准确率， 进而实现早发现早诊断
早干预， 形成真正有效的孤独症
干预标准化体系。

“制定特惠性政策。” 张大
方提议，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 将孤独症并发症纳入医保
范围， 对0-16岁孤独症儿童的
康复训练费用予以一定比例的

报销； 进一步提高对孤独症特别
是中重度孤独症群体的教育康复
补贴标准；设立康复专项经费，为
孤独症儿童实施补贴， 提高对孤
独症患者及家庭补贴的标准及受
惠面， 使所有孤独症儿童都能得
到康复服务。

如何解决孤独症儿童入学难、
持续教育难、融合教育难？他建议，
教育部门落实在部分普通学校中建
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配备必要的
设备和专业人员， 指定其招收孤独
症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扶持社会资
本兴办特殊教育， 积极鼓励和扶持
社会民办机构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有
效的康复和教育服务， 对符合条件
的孤独症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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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提案源自张大方和湖南
省政协原副主席、 九三学社湖南
省委原主委、 著名生殖遗传学家
卢光琇的多次交流。去年，张大方
到光琇医院儿童保健中心调研
时， 看到很多正在这里接受诊断
和治疗的孤独症孩子， 家长们的
付出、无奈和焦灼，深深触动了张
大方。

孤独症也称自闭症，是一种严
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泛性发
育障碍。由于病因未明、缺乏有效
的治疗药物、致残率高，发病率有
不断增高的趋势。“我国以1%�保守

估计，至少有超过1000万的自闭症人
群、200万的孤独症儿童，并以每年近
20万的速度增长。”经过了解，这一组
组数字令张大方触目惊心。

卢光琇告诉张大方，如果能在
2岁以前得到诊断，孤独症孩子的康
复率将会大大提高。但据统计，90%
左右的孩子在2岁后才发现异常。
通过调研，张大方发现，当前社会对
孤独症认知程度仍较低，早期诊断、
筛查制度尚未建立， 加上有的家属
有意隐瞒等种种原因， 导致许多孤
独症儿童得不到早期及时的干预，
影响康复效果。

社区居家养老是大势所趋

“白天去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吃
饭、锻炼、学习、娱乐、和‘老伙伴’们
交流， 头疼脑热慢性病保健等也全
在中心搞定，晚上再回家。”这是全
国人大代表、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
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所
长张琳所描述的养老画面。 她一直
关注养老行业， 她在担任湖南省政
协委员期间时便多次建议， 从战略
高度注重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顶层
设计， 还曾提出联合高校成立养老
护理学院。张琳说，中国的基本养老
策略是“9073”， 即90%居家养老，
7%社区服务，3%机构养老。“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是大势所趋。”

全国人大代表、 华润雪花啤酒
（中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丁小兵
在调研中发现， 我国高龄老人数量
将从2018年至2050年持续增长，而
高龄老人中多数人逐步进入半自理
或不能自理状态， 给老龄社会管理
和服务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另外，
近年来， 农村大量年轻人外出打
工，家庭规模缩小、养老功能弱化，
全国60%以上老年人口在农村。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口老
龄化程度倒置和农村空巢化状况
将更突出。

医养结合有待形成部门合力

尽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国家
养老资源配置的主战场， 但存在许
多困境，亟待解决。张琳分析，首先
是投入不足，其次，社会资本投资非
盈利养老机构困难， 存在资产不能
抵押、收益不能分红，社会资本能进
但不能出的尴尬，导致其无法介入。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今年要
“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
量”。对此，张琳认为，医养结合最大
的问题是体制不顺。 因为医养结合
的主管部门有三个， 医疗服务由卫
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险由社保负责，
养老归民政部门负责， 三者之间的
主导、权力、责任、资源、支付体系怎
样融合？

丁小兵也认为，目前我国发展
老龄事业还存在各部门尚未形成
合力、 养老服务供求矛盾突出、政
策支持力度不够和落实不到位等
诸多问题。

聚焦“老有所养”，全国人大代表支招

开展共享养老，推动投资储蓄型养老

首先， 建议政府投
资建设互联网养老信息
平台， 避免撒胡椒面式
投资。 各地可以利用互
联网和手机移动端开展
共享养老，将老年照护、
医疗保健、家政服务、物
流服务等集结起来，实
现养老人才精准匹配，
提高人员利用效率。

其次， 支持民营资
本投资养老服务业。民
营资本可以以注册公司
和民营非营利组织（民
非） 的形式进行协同投
资， 将重资产的部分放
入公司， 公司的资产具
有融资能力， 运营可以
以民营非营利组织形式
实现，提供养老服务，争
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
及社会捐赠， 以解决民

非不能盈利的问题。
第三， 尽快在全国范

围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医
养结合并非将医保的资金
用于养老， 医保是用于治
病的资金， 而养老需要的
资金主要是老年护理和老
年康复的资金。 在养老院
应该是协助老人的健康管
理， 慢性病的康复和重度
失能的医护工作， 而不能
“医”大于“养”。

第四， 对于行业人才，
像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一
样免学费、免培训费、定向
培养等，并为从事养老服务
的人员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以留住人才。探索养老服务
志愿者用义务服务时间换
取今后获得养老服务的时
间和服务项目的方案，以鼓
励更多的人投入养老服务。

代表支招

张琳：
开展共享养老，实现人才精准匹配

建议设立专门国家
机构， 统筹推进人口老
龄化问题的解决。 同时
加强养老设施建设，切
实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矛
盾。 为了使老年人起居
方便，住宅设计、社区规
划要充分考虑方便老年
人， 公共设施也要安排
方便老年人活动的场
所。 发展满足不同收入
群体养老需求的养老机
构。 对政府设立的敬老
院等养老、 安老机构和
设施，要逐步增加投入，
改善设施条件。 鼓励和
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
服务机构。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到2050年，现在的90

后将达到60岁， 成为老年
人群。 要以长远眼光对这
一代人进行老龄化问题的
“预处理”， 通过积极推动
投资储蓄型养老计划，以
期从本世纪中叶开始有序
化解老龄化问题。 要加快
完善自我储蓄和家庭保障
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
予以政策扶持的养老储蓄
保障制度。 明确参与该制
度的条件、账户的建立、资
金管理、投资渠道、投资收
益缴税、 投资过程监管以
及账户资金的支取等多个
环节和各环节的操作办
法， 同时不断适时调整现
金缴存标准和税收优惠及
减免政策以扩大参与者范
围，增加其收益。

丁小兵：
大力推进投资储蓄型养老计划

张大方委员为“星星的孩子”发声

完善救助体系
将孤独症并发症纳入医保

孤独症儿童，他们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思维和想法，被称
为“星星的孩子”。

“孤独症已成为中国儿童精神残疾的第一大‘杀手’，这些
‘星星的孩子’终生需要康复照料，费用昂贵，多数孤独症患者
家庭的经济、精神负担过重。”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
席、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张大方撰写提案呼吁，完善孤独症
救助体系，以更好地关爱“星星的孩子”。 ■特派记者 陈月红

许多孤独症儿童得不到早期及时干预【现状】

【建议】 完善社保体系，将孤独症并发症纳入医保范围

■特派记者 黄京 刘璋景

建议政府投资建设互联网养老信息平台，避免撒
胡椒面式投资。各地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端开
展共享养老。

要以长远眼光对90后这一代人进行老龄化问题
的“预处理”，通过积极推动投资储蓄型养老计划，以
期从本世纪中叶开始有序化解老龄化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