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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汴政〔2022〕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开封市加快养老服务“六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第 70次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2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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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落实全省加快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会议工作要

求，紧紧抓住应对人口老龄化重要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健全养老服务“六大体系”，实

施“六心工程”，实现“五个全覆盖”，即：2022 年，实现县级特

困供养服务机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敬老院改造提升、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2025 年，全面建成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

务体系，提升全市养老服务便利化、规范化、品质化、精细化水

平，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幸福安度晚年。 

一、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打造“核心工程” 

科学编制“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

划，构建养老服务政策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着力破解制

约养老服务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充分释放养老服

务发展活力。 

1.加强政策供给。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框架、政策、制度、标准体

系，全面建立开放、竞争、公平、有序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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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用地保障。制定开封市关于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用地

保障暂行办法，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2 平方米的标准，分区

分级设置养老服务设施。完善“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建

设，结合城市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建设更多适老化的公

共活动空间。新建、已建成住宅小区分别按照每百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2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3.加强财政支持。制定开封市财政金融支持养老服务发展

实施办法和开封市养老设施建设运营补贴办法，明确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清单，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将发展养老服务经费作为

重大民生支出列入财政预算，提高基本养老公共服务财政保障

能力。 

4.加强规划落实。落实《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通知》要求，全

面落实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验收、交

付“四同步”机制。拟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方案

时，将养老服务设施配建作为土地出让或划拨的前提条件。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应在规划地块建设总量完工 50%前开工建设。

对未按规定条件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的项目，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和

核发相关证件。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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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区 

二、健全设施建设管理体系，打造“民心工程” 

2022 年，按照“五个全覆盖”要求，加快设施建设和管理

服务提升。2025 年，实现全市养老服务设施广覆盖、成体系、

均衡化布局。 

5.县级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全覆盖。2022 年，每个县（区）

建成 1 所以失能、部分失能特困人员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务

机构，设置床位 100 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比 100%，床均建筑

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设置托养护理、生活照料、医疗保健、

文化娱乐等功能。 

6.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2022 年，每个街道建成 1

所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运营家庭养老床位等功能的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米，嵌入式养老床位

不低于 50 张，护理型床位占比 55%以上。原则上所有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市场化运作，实施“中心带站点”专业化建设运营。 

7.乡镇敬老院提升全覆盖。2022 年，全市所有敬老院改造

提升全部达标，实现“安全、清洁、温暖、文化、康复”。敬老

院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55%。 

8.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2022 年，每个社区建成 1 所

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满足老年人在生

活照料、助餐、保健康复、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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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适宜、功能完善、安全卫生、运行经济。新建住宅小区养

老服务设施配建达标率 100%。 

9.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结合乡村振兴，合理规划建设农

村养老服务设施，支持农村幸福院等自助式、互助式养老服务

发展。幸福院分为示范型和基本型两种，设置有休息室、娱乐

室、阅览室、餐厅等，满足老人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的需求。

示范型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床位 10 张以上；基本型建

筑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床位 3 张以上。 

10.设施建设管理成体系。落实《河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配建移交管理办法》，城镇住宅小区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要无偿

移交民政部门用于发展养老服务，不动产产权归民政部门。政

府投资的养老服务设施不得转让、抵押或挪用，保证其公共服

务属性。按照建设规范统一、运营服务统一、名称标识统一、

功能布局统一、考核评定统一的“五统一”标准，打造“开心

养”养老品牌。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区 

三、健全投融资体系，打造“同心工程” 

完善金融、保险、信贷等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长效机

制，优化投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每年培育或引进 1—2 家规模化、标准



— 6 —    
 

化养老示范机构。 

11.加强金融支持。2022 年，争取 2—3 家中央、省级养老示

范项目。鼓励金融机构帮助符合授信条件的养老机构和企业组织

拓展融资渠道，开发针对养老服务业的信贷产品。发挥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作用，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给予贴息支持。支

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实际需求的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和护理保险等产品。完善养老保险金制度，鼓励养老服务机

构购买意外责任保险，老年人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建立养老项目

库，积极争取中央、省级投融资政策和资金支持。 

12.鼓励社会资本参与。2022 年，培育 2—3 家“养老服务+

行业”示范企业。积极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等模式，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投资合力。结

合“万人助万企”活动，帮助养老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实施

“养老服务+行业”行动，鼓励房地产、物业、家政、旅游、

餐饮等行业投资兴办养老服务业。支持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

化发展。 

13.落实税费政策。制定养老服务领域优惠扶持政策清单，

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及税收优惠政策。养老服务机构符合现

行政策条件的，享受小微企业等财税优惠政策。提供社区养老服

务的机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

90%计入收入总额。对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按规定免征增值

税，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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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养老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享受居民价格政策。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

健康委、市税务局、市城管局、市金融局、市银保监分局、人

行开封中心支行，各县区 

四、健全运营服务体系，打造“连心工程” 

2022 年，居家社区、健康、智慧养老服务基本实现全覆

盖，让每个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025 年，持续提升多样

化养老服务水平。 

14.“四个明确”制定基本服务清单。梳理养老服务基本模

式、基本需求、基本供给，列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服务

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服务责任，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内

容，实行动态调整。 

15.“五医联动”提升医养服务品质。制定开封市“五医联

动”实施方案，深化医疗、医药、医保、医养、医改“五医联

动”。鼓励养老和医疗机构转型医养结合机构。鼓励取得卫健部

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获得基本

医保定点资质，方便参保老人享受的医疗服务按规定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支持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建立签约合作关系，2022 年，签约率达 90%以上。鼓励二级及

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增加老年病床。推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提高康复、护理床位比例和增设老年养护、认知障

碍、安宁疗护病床，开展上门巡诊。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

https://www.so.com/link?m=bbzh1ZkMOpiZ6Zh06TgG7+np2hlWISBi7LxqNNxfhJPLb/inVJOXqz3pcq6nE2KU7B0HHR3e+YP8iYjMjvSDRTreiwgELUnR5Lbf5I42ZiwIafCJZQ/BjBwQQetUQUJfSuaMT6QdxA5AQcuDDzlfSu9WX79avP2hrPBCyTmjhW0ksAb7LjguAe5fc5tLbBa7KivjvqliTB6cZ6kvapy2XtN9QuW6uZpDiUwPOr4HxcFQ/BU9Ab58Wi96ole/s4HeG85luerpKPbjjS/gDEzgiyDbPYXf/HuqWp4xuhctmidHKiie+vZJ0gLP79x0ORV50G6BfQG8oeKVsxXRzrG5P18KrmTycLN5hiwjSxSuwkEXvDRkaEKhAMl+7RNqz4svFSh6tnSK8qr44gsK14ddfvUvd1dKAb2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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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结合，保障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 

16.“六助服务”提升居家养老水平。2025 年，家庭养老

床位占比不低于当地老年人数量的 7.2‰，开展以助餐、助

浴、助洁、助医、助购、助急“六助”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居家

服务。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对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

失能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给予补贴。 

17.“智慧养老”提高养老服务能力。实施“智慧助老”行

动，2022 年，智慧养老服务覆盖 90%以上老年人。推动传统服

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功能，推动医疗、医保、救助、户

籍等各类信息资源有效整合。 

18.“银发经济”助推养老产业发展。2022 年，争创国

家、省级康养辅具产业园。培育和推广养老服务新模式、新业

态，扶持发展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养老用品生产企业，推进

养老服务和产品用品市场发展。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政务服

务大数据局，各县区 

五、健全人才保障体系，打造“暖心工程” 

定期组织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2022 年，建立完善的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激励长效机制，全市养老护理人员达 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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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19.打造“开封护工”品牌。到 2022 年，完成 5000 人次的

养老护理员培训任务。依托开封市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人才倍增计划，实现全市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

全覆盖。支持各类院校设置养老服务专业或开设相关课程，推

进职业院校养老服务实训基地建设。 

20.落实“人才三有”机制。制定开封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激励暂行办法，推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激励、

使用等，定期开展养老服务职业技能竞赛，探索养老护理人员

岗位薪酬体系，建立引导激励养老护理员晋升发展的长效机

制，让养老从业者“有奔头、有技能、有尊严”。 

21.创新“五社联动”服务。充分发动基层社区、社区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公益慈善资源“五社联动”作

用，探索“以劳养老”新模式，推进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项

目，打造“汴地有爱、善行开封”“线上+线下时间银行”互助

共享志愿服务模式。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县区 

六、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打造“安心工程” 

制定开封市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实施方案，完善开封市

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暂行办法，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养

老综合监管体系。 

22.强化综合监管。健全养老服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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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

理结果互认。健全养老服务业登记、监管、退出制度，营造平

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3.强化安全监管。制定关于加强养老机构消防审验有关事

项的政策措施，解决因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土地规划等手续问

题未能通过消防审验的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问题。夯实县区属地

管理责任、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养老机构主体责任，全面

强化养老机构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

器材的监管制度。 

24.强化服务质量监管。建立养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加强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监管，依法严厉打击以养老服务名义对老年

人实施非法集资、欺诈销售等违法行为。 

25.强化督导机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

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工作机制，将养老服务重点任务纳入

政府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加大督导检查。对在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责任单位：市政府督查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应急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各县区 

 

附件：开封市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022年重点任务清单 



 

附  件 

 

县区 

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
建设提升
（个） 

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提升

（个） 

县级特困供养机
构改造提升
（个） 

县级特困供养
机构护理型床

位占比 
（%） 

乡镇敬老院
改造提升
（个） 

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

（%） 

家庭养老床位
（户） 

护理员 
培训 

（人次） 

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 

农村 
幸福院 

兰考县 3 32 1 55 15 55 1007 360 

覆盖辖区

内 90%以

上老年人 

持续推进

乡村互助

式养老幸

福院建设 

杞县 1 26 1 55 20 55 1378 275 

通许县 1 27 1 55 12 55 782 70 

尉氏县 1 10 1 55 15 55 1142 473 

祥符区 1 16 1 55 14 55 928 92 

示范区 6 99 1 55 1 55 413 491 

龙亭区 4 65 1 55 2 55 225 418 

鼓楼区 8 42 1 55 1 55 236 307 

顺河回族区 8 71 1 55 2 55 381 661 

禹王台区 5 49 1 55 1 55 209 400 

合计 38 437 10 55 83 55 6701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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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市民政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五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