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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养老问题既是全民关注的话题，
也是今年全国两会
民主党派关注的一大议题。从养老事业发展资金保障到老年病医院建设，
各民主党
派中央或个人纷纷为推进我国养老事业健康良性发展出谋划策，
从不同角度给养老
难开出药方。
（摘编自《21 世纪经济报道》
《长江日报》
《北京晚报》
《华夏时报》
）

民主党派为养老难开药方
民进中央
打通养老、
医疗和社保的政策通道
在《关于推进我国养老事业良性健康发展的
提案》中，
民进中央建议，
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及
不断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政府可以动用的
人力、
物力、
资金和政策资源极其有限，
需要作出
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安排。民进中央提案指出，
需要作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安排：
健全养老事
业发展资金保障机制，
打通养老、
医疗和社保的政
策通道；
完善对社保基金、
社会救助资金、
高龄补
贴资金、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照护资金、
社区养老服
务资金、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资金、
养老护理队伍建
设资金等的投入机制。民进中央提案还建议，
强
化监督检查，
引入第三方监管。正确处理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
政府主导，
并不是包揽，
而是要站在
更高的层面组织规划、
制定政策和监督协调。此
外，
要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业
“放管服”
改革。

农工党中央
将税延养老险尽快推向全国
农工党中央《关于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养老
保障体系中重要作用的提案》指出，
调研发现，
个
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
老年
人意外伤害险和长期护理险的探索为建立多层
次商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参考，
商业保险资源
助力养老产业发展探索了新方式。不过，
由于商
业养老保险在我国刚刚起步，
尚不能发挥多层次
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的“第三支柱”支撑作用。
农工党中央提案建议，
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养老
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将税延型养老险尽快推
向全国，在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和个
人商业养老保险这三大养老保险支柱中，
合理分
配
“三支柱”
各自缴费的比例关系，
将
“第一支柱”
的缴费比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腾出资源扩大
“第二支柱”
和
“第三支柱”
的比重。

民革中央
加强老龄人口服务设施和环境建设
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失能、
半失能老人数量持
续上升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继
续深化养老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家庭尽责的养老服务多元化格局，民革中
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完善我国养老服务和社会
保险体系建设的提案》，
建议：
1.加强老龄人口服
务设施和环境建设，
增加养老服务供给；
2.逐步建
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合理确定筹资机制和
护理费用标准；
3.推动形成养老、
孝老、
敬老社会
环境，
增强为老服务意识；
4.加强养老专业人才的
培养，
完善教育培训和专业人才职称体系。

孙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妇女委员
会副主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

规定养老机构最高赔偿额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败诉率
偏高，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国内养老机构管理规范化水平良
莠不齐等客观状况，但同时也折射
出养老行业从业难度大、风险高的
尴尬现实，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从
业者对养老机构发展前景的信心，
甚至使得原本有意投资养老机构的
社会资本望而生畏。”孙洁建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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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
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通
知》围绕为基层减负，聚焦
“四个着力”
，
从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加强思想教育、
整治文山会海、
改变督查检
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
现象、
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
关怀机制等方面 ，提 出 了
务实管用的举措。
（摘编自
新华社）
■数字中国

何延政：
全国政协委员、
农工党四川省委副主委、
四川
省卫健委主任

参照妇幼保健院布局老年病医院
何延政建议，应加快建设老年
病医院，从国家层面对老年病医院
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明确定位，老年
病医院的功能应是连接医院“医疗
救急治疗”与养老院“老年康养”之
间，以老年疾病常规医疗为特点的
小综合大专科为特点的医院。
何延政表示，应将老年病医院
参照妇幼保健院、
精神卫生中心等公
共卫生医疗机构的模式进行建设和

布局。由国家卫健委牵头，
联合相关
部委制定老年病医院建设标准。加
大对老年病医院公共财政投入，
每个
市（州）和人口较多的县至少建立一
家政府开办的老年病医院，
引导符合
条件的二级医院转为老年病医院，
加
强三级以上综合医院老年重点疾病
专科建设。统筹各级财政涉老资金，
各级财政将每张老年病床位按一定
标准进行建设补贴。

司马红：
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北京市委主委、
北京市科
学技术协会常务副主席

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在养老服务供给侧存在一
些短板。对此，司马红建议，加快研
究制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
发展规划。
“建议以 2020—2035 年为规划
期限，远期展望到 2050 年，通过分
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
发展
趋势，
明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

作原则、
任务目标和路径安排。
”
司马
红说。同时，司马红建议，改革创新
多渠道筹措养老保障资金的制度和
机制。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老
年福利制度、
特定群体老年人救助制
度，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与基本医
疗保险相衔接、
与健康养老相关的商
业养老保险产品。

章晓联：
全国政协委员、
致公党湖北省委副主委、
武汉
大学医学院免疫系主任

寻求医养融合养老新模式
“医养分离的现状，让许多老人
奔波于家庭、养老院和医院之间，不
仅得不到及时救治，还给家人和社
会造成很大负担。”章晓联建议，发
展大健康产业，必须注重发展医养
融合的养老新模式。
章晓联说，医养融合让养老服

其他涉老
“好声音”
建议教育部增设老年教育司 建
议教育部增设老年教育司，有助于组
织拟订老年教育政策、
标准和规范，
协
调落实老年教育措施，建立和完善老
年教育服务体系。同时，高校也要自
觉承担老年教育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
朱定真）
促进居家养老专业化连锁化 绝
大多数老年人希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生活照料、康复理疗、文化娱乐等
专业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的目的就是
把养老事业做到老人的家门口，让老
人体验没有离家感觉的嵌入式养老
服务。建议对当前正在大力推广的
社区居家养老，采取政府主导、社会

方面要完善养老机构风险管理机制
以降低风险发生率，另一方面也要
建立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以缓解养
老机构风险压力。建立与完善专门
规范养老机构运行的法律法规，
为养
老机构的正常运行以及风险化解提
供法律保障，
如规定养老机构的最高
赔偿额度，
明确意外事故与责任事故
的责任认定等。

一句话

运作、连锁经营的模式，合理配置资
源，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全国政协委
员洪明基）
大力支持居民住宅适老化改造
民政部应推进制定符合我国国情要求
的既有住宅适老化住宅设计标准或规
范。国家有关部门应研究出台相关政
策，
鼓励对既有住宅实施适老化改造，
包括但不限于对适老化改造的设计、
施工单位提供补贴资金或者税收优
惠，将子女支持父母用于适老化改造
的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将
对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进度列入各级
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等。
（全国政协委
员刘红宇）

务不再单一，能同时满足养老机构
内老人的养老与医疗需求，减轻老
人家属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在
一些有生态资源的乡村，医养和康
养结合，不仅能解决乡村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还能助推乡村振兴，成
为农村新经济增长点。

1000 万年
我国科学家在青藏高
原中部发现了一片距今
2500 万年的棕榈叶化石，
根据对这一化石的研究，
科学家推测出了青藏高原
年轻时的模样，同时也将
青藏高原中部的抬升史推
后了至少约 1000 万年，让
3500 万年的青藏高原一下
“减龄”了 1000 万年。这
一成果 7 日发表在国际期
刊《科学进展》上。图为中
国科学院在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考时，科考队在
藏北伦坡拉盆地距今约
2500 万年的地层中采集到
的叶片化石。
（摘编自《西宁
晚报》
）
■国际速读
印度打算设立专门机
构帮助性侵受害者 印度
媒体 9 日以政府人士为消
息源报道，全印医学科学
院打算设立一个专门机
构，为性侵害受害人提供
身体检查、伤口处理、脱氧
核糖核酸（DNA）检测和心
理治疗等“一站式”服务。
新机构组建和前 5 年运营
费用预计大约 4 亿卢比（约
合 3840 万元人民币），配有
10 名医生、8 名女护士和
多名研究人员。
（摘 编 自
《都市快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