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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从民政部获悉 ， 我
国养 老 服 务 领 域 的 第一 个 强 制 性
国 家 标 准 《养老 机 构 服 务 安 全 基
本规范 》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 。

据了解，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
本规范》 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批
准发布。 规范规定了养老机构服务安
全的基本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 服务
防护、 管理要求等内容， 划出了养老
机构服务的安全 “红线”。 为了让养
老机构做好充分准备、 顺利过渡到强
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规范设置了两年

过渡期 。 2022 年 1 月 1 日 ， 规范生
效实施。

“规范正式生效实施， 意味着全
国所有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都将
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保护， 所
有养老机构也将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约束。”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
司长李邦华介绍， 下一步， 民政部将
加强行政检查、 进一步完善标准与综
合监管制度衔接， 推动强制性国家标
准落实到位， 同时加强对不达标机构
的帮助指导。

民政部召开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

基本规范》 启动实施发布会， 并同时
发布了 《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
本规范》 《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
范》 《养老机构洗涤服务规范》 《养
老机构老年人营养状况评价和监测
服务规范 》 《养老机构服务礼仪规
范》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
规范 》 《养老机构接待服务基本规
范》 《养老机构康复辅助器具基本配
置》 等 8 项行业标准。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记甄
炳亮表示， 配套出台的相关行业标准
与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强

制性国家标准互为依托。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底线标准，

养老机构要树立底线思维， 对强制性
国家标准条文逐条学习， 消化落实到
具体部门具体岗位、 具体流程环节，
不折不扣实施。 配套行业标准是自愿
采用的推荐性、 辅助性标准。 各养老
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 对照机构运行
要求， 积极吸收为我所用， 进一步形
成机构自己的标准体系， 不断提升管
理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 甄炳
亮说。

（据新华社）

“童伴” 四重奏
让儿童梦想成真

本报讯（通讯员 孙洁 孔洁）
在长沙市望城区民政局的指导下，
望城区社工总站结合辖区实际 ，
在全区策划实施 “童伴计划” 儿童
关爱保护系列项目 。 该项目包含
“童伴空间” “童伴妈妈” “童伴夏
令营” “童伴成长” 四个子项目，
项目围绕儿童成长发展需要 ， 开
展儿童福利服务和儿童保护服务，
破解儿童成长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据悉， “童伴空间” 是重点针
对全区 1930 名低保家庭儿童， 孩
子们因家庭收入少， 生活水平低，
很多都没有像样的居室和写字台，
缺乏基本的学习条件而发起的儿
童居家环境提升改造项目 。 “童
伴空间” 由镇街社工站申报， 总站
联动全区党员志愿者定向捐赠 ，
为符合申报条件的儿童家庭提供
儿童居室清洁整理、 水电检修、 粉
刷墙面 ， 捐赠儿童床及床品 、 衣
柜、 书桌、 灯、 身高贴和玩具、 书
本等每户价值 3000 元以内的提升
改造款物。 望城区低保家庭小如、
小意 （化名） 小姐妹特别喜欢冰雪
奇缘、 美人鱼等童话人物。 白沙洲
街道社工站在申报走访时进行了
信息备注。 在物资配送时， 望城区
社工总站就特别为她们调配了美
人鱼主题的床上用品和冰雪奇缘
的抱枕、 卧室顶灯， 满足孩子们对
童话世界的向往 ， 注重培养她们
的创造力 ， 不因家庭困难而影响
她们的童趣和纯真。

白沙洲街道社工站负责人表
示 ， 在之后对低保家庭儿童的陪
伴服务中， 会着重通过童话引路，
加强孩子们的听说读写能力 。 以
空间打造为契机 ， 完善儿童关爱
保护与发展服务体系。

民生 “底线” 的高度， 便是这个
城市的温度。 入冬以来， 邵阳市新宁县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尤其挂心着居无定所的
流浪乞讨人员， 担心他们在挨饿受冻。

白天， 新宁县民政局联合公安、
城管进行巡逻， 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
时救助； 深夜， 他们放弃休息， 组建
新宁县民政局巡逻队， 穿梭在这座城
市里最 “隐秘的角落”， 寻找需要帮
助的人。 新宁县民政局救助股股长杨
英啟说： “入冬以来， 每天晚上都安
排人去巡逻一次， 在大街小巷、 车站、

码头、 菜市场里面， 担心有些流浪乞
讨人员没地方去， 在角落里取暖。 如果
发现生活无着对象， 我们就及时救助。”

24 小时在岗值班， 24 小时流动
救助巡逻。 发现生活无着人员后， 对
愿意前往救助站进行救助的， 护送至
救助站进行救助； 对不愿意前往救助
站进行救助的， 发放棉衣、 棉被、 鞋
袜、 水和食物。

自入冬以来， 新宁县民政局出动巡
逻车 96 次、 动员劝导 383 人次， 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 85 人次； 累计发放棉被

37床、 防寒棉衣棉裤 51套、 保暖鞋袜
55双、 食物及饮用水67份、 口罩310 个。

“下一步最主要还是针对乡镇这
一块。 因为有些乡镇与别的县交界，
可能有流浪人员过来， 所以会要求乡
镇抓好落实。 并且组织村一级对低保
户、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走访慰问。”
杨英啟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抓好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 同时针对乡镇困难群
众重点做好 “寒冬送温暖 ” 各项工
作， 有效保障弱势群体安全过冬。

（据新湖南客户端）

“一份礼物彰显的是一份关爱，
一次抚摸感受的是一份亲情与温暖，
或许他们不知道礼物的贵重， 更或许
他们不知道抚摸他们的人是谁， 但他
们唯一知道的是在这个 ‘家庭 ’ 里
面， 有爱、 有情、 有暖、 有乐……”

1月 5日下午， 带着常德市石门县
委、 县政府的亲切慰问， 带着社会各界
的无私关爱， 县慈善总会携手全县儿
童关爱保护成员单位一起走进特殊
学校， 现场开展 “你我共携手， 爱心
暖家园” 慰问活动， 共同关爱慰问残
智障儿童， 为他们送去新年礼物和新春
祝福， 孩子们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为切实承担起保护关爱未成年人
的牵头责任， 石门县民政局、 县慈善
总会发起 “你我共携手 ， 爱心暖家
园” 的活动倡议，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县关工委、 县文明办、 县教
育基金会、 县民政局、 县财政局、 县
教育局、 县残疾人联合会、 县文广新
局、 县住房保障中心等多家单位迅速
响应， 当起了 “啦啦队”， 呼吁各条
战线共同携手， 把目光聚焦到未成年

人保护上来， 把关心关爱聚焦到这些
特殊对象上来， 真正把特殊的关爱送
给特殊对象。

活动中， “啦啦队” 成员为每一
位残智障儿童戴起暖心围巾， 赠送新
年礼物， 并与他们亲切 “交流”， 和
他们一起走进教室、 宿舍、 活动室，
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孩子们小
手牵着大手， 又蹦又跳， 非常开心。

活动结束后， 副县长万勇平主持
召开了专题调度会， 就如何建立关爱
长效机制进行会商研究， 形成了一致

意见。 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行政
机构、 爱心人士等纷纷表示， 对特殊
群体要高看一等， 厚爱一层， 真正让
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31 名残疾、 智障孩子， 也是 31
个家庭的希望 ， 在政府的支持帮助
下，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之下， 他
们不 “孤单”， 他们也能读书、 娱乐。

据统计， 此次慈善募集慰问活动
共捐赠药品 、 食品 、 日常用品 、 床
垫、 衣柜等物资达 10 多万元。

（据新湖南客户端）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 1月 1日起实施

划出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红线”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们
常德石门县慈善总会

邵阳市新宁县
寒冬送温暖 传递民政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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