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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解决失能、 失智老人刚
性照护需求和保障问题 ，2012年青
岛市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 并不
断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完善升级 。
2016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青岛、 上海等15个城市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 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
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
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
社会保险制度。

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街道邵新
兵老人今年91岁， 前一段时间因病

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在得知
老人符合青岛市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规定后， 女儿王女士为他申请了居
家护理服务。“护理人员能够陪着老
人 ， 我也有了短暂的喘息休息时
间。”王女士说，老人享受政策后，报
销比例达到90%，家属每月只需负担
200元，大大减轻了家庭照护的经济
负担。

今年4月 ， 青岛市创新实施了
“全人全责”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
行多元化筹资机制， 在原长期医疗

护理基础上， 将基本生活照料纳入
职工护理保障范围。

上海目前接受长期护理保险服
务的老人共约16.9万人，其中接受养
老机构护理服务约7.5万人， 接受居
家护理服务约9.4万人。此外，长期护
理保险还为1万多名符合条件的重
度失能老人发放了居家照护的现金
补贴，有效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耀垠认
为， 长期护理保险有效减轻了失能
老人经济负担， 由于有了专业人员
护理，失能老人的康复更有质量，子
女的照料压力也大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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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脱贫摘帽只是阶段性胜
利，仅初步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这些县大多还有未脱贫人口； 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分
别超过40％、14％；“三区三州” 深度

贫困地区有的地方生产生活条件甚
至还是“一步跨千年”。

2017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的实施意见》，并制定了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专项方案。
下一步， 国家将聚焦 “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聚焦贫困老年
人、重病人、残疾人，加强夯实基层
党组织，增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动员全社会合力攻坚， 强化考核评
估， 倒逼深度贫困地区工作落实。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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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17日宣布，又有85个县脱贫摘帽——— 全国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已超过4000万人———

脱贫攻坚下一步
聚焦哪些地区和人群

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养护难题如何解

国务院扶贫办17日宣布，陕西延长县等85个贫困县（市、区）达到脱贫标准、摘掉了贫困帽。这是
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第四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批。至此，我国中西部
20个省区市2017年申请退出的125个贫困县，全部摘掉了贫困帽。
这些贫困县是如何实现脱贫摘帽的？脱贫县退出有何新特点？未来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是什么？

2017年， 中西部20个省份原计
划161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今年4月
正式申请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减少到
125个。6月至8月， 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
125个贫困县退出情况分两批开展
专项评估检查。

结果显示，36个中部地区贫困
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 2％ ，
89个 西 部 地 区 贫 困 县 全 部 低 于
3％，均达到脱贫摘帽条件 。经扶贫
领导小组同意，第一批11个省区市
的40个县于8月初由相关省区市宣
布脱贫摘帽 ，第二批9个省区市的

85个县也于 9月底前相继宣布摘
帽。

“这125个县能够脱贫摘帽，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科学指引的结果， 也是
各级党委政府尽职履责、 社会各界
真帮实扶、 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
艰苦奋斗的结果。”国务院扶贫办副
主任夏更生说。

从区域分布看， 实现贫困县脱
贫摘帽的省份由2016年的9个，增加
到2017年的20个。 西部12个省份都
有贫困县退出。

从摘帽数量看，2017年共125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 ， 是2016年的4.5
倍，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步伐明

显加快。
从退出质量看， 县域整体面貌

发生明显变化。贫困村水、电、路、网
等突出短板加快补齐， 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幅处于本省上游。 脱贫人

口错退率和贫困人口漏评率均较
2016年显著下降。

从群众认可度看， 无论是进村
入户调查，还是访谈县乡村干部、县
乡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对脱贫摘
帽都给予高度认可。 群众认可度全
部超过90％。同时 ，这125个县贫困
规模较小，贫困程度不深，基础条件
相对较好， 也是脱贫摘帽的重要因
素。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从2018年起， 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
检查由各省统一组织， 并对退出贫
困县的质量负责。 这是贫困退出机
制的重大变革。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将有一
半的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这是脱

贫攻坚的重大成果。” 夏更生说，根
据各省减贫滚动规划，2018年计划
退出约 270个县 、2019年计划退出
330个左右、2020年计划退出70个左
右。

“这只是计划，具体工作中必须
进度服从质量。”夏更生强调，按照
目前的计划和节奏， 只要坚持现行

扶贫标准、压实责任、加大力度、精
准施策， 到2020年能够如期完成贫
困县脱贫摘帽任务。

国务院扶贫办将指导各地结合
实际，调整脱贫规划和年度计划，总
结两年评估检查经验， 压实省级考
核评估责任， 同时对各省评估检查
的贫困县按照20％比例进行抽查评
估， 确保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不降
低，要求不放松，经得起实践和历史
检验。

他们疾病与衰老并存，无法行走、不能自理，甚至无法控制身体排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失能老人。
全国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已超过4000万人，他们的养护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减轻失能和半失能

老人家庭的照料和经济负担，维护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

每天清晨六点， 家住安徽合肥
的杨女士就要起床， 为中风后半瘫
痪的老母亲翻身、换尿布，再伺候洗
漱、吃早饭、喂药。老人中风后吃饭
很慢，等喂完饭、收拾干净，就到了
上午十点， 杨女士自己才匆匆吃一
口饭。 下午有时杨女士要陪着母亲
去医院复诊，有时就在家中陪护。

“这还是有家政阿姨帮忙做饭、
打扫的情况下， 我照顾妈妈都觉得

力不从心 。”67岁的杨女士告诉记
者，母亲生病之后情绪很低落，不愿
意和别人多交流， 家人全靠猜来理
解她的需求， 这也是她不敢将母亲
完全交由保姆照料的缘故。

全国老龄办、 民政部、 财政部
2016年10月共同发布的第四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
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

安徽宣城市汪波的父亲身患重
症肌无力，双腿不能正常站立，长期
由自己和母亲 、 姐妹等4人照顾 。
2017年，母亲身患阿尔兹海默症。汪
波一家只得将父亲送往养老院 ，由
姐妹定期探视，自己和丈夫、儿子照
顾母亲。即使这样，一家人也时常担
心母亲走失或在家受到意外伤害。

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 专家指
出， 平均来看，1个失能和半失能老
人需要3名家庭成员照料，已成为家
庭的沉重负担， 对于一些困难和独
生子女家庭更是“压力山大”。

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日益增多 ，
迫切需求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 ，社
会能提供较强针对性、专业性、医养
结合的长期护理服务， 但目前现状
并不理想。

“截至2017年底，安徽宣城市共
有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19321人 ，目
前，入住专业机构的（含医院、养老
院）共有3623人，其中城市失能和半

失能老人入住专业机构的有35%，农
村有17%。”宣城市有关负责人指出，
机构养老的需求很大，缺口很大。

费用高也是很多失能老人无法
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 民政部门分
析， 机构照料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
收费一般都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
平，绝大部分家庭无力支付，所以需
要大力扶持建设普惠的养老机构。

此外，专家认为，还要大力发展
小区嵌入式养老机构， 为家庭照护
者提供便捷、低价的喘息式服务。特
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可穿戴式设备
推广， 能够让社区中心管理居家保
姆的服务质量。

201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
项目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全面建
立针对经济困难高龄、 失能老年人
的补贴制度， 并做好与长期护理保
险的衔接。

特点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步伐加快

计划 年底全国将有半数贫困县摘帽

聚焦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老年人、重病人、残疾人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长期护理保险破解医养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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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尊重实际，组织第三方机构专项检查

B 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短板亟待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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