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书记王晓四度点题、亲
抓进度；

《西宁市深化城乡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推进“爱老幸福
食堂”建设实施方案》出台；

西宁老年人将有自己的幸
福食堂；

西宁爱老幸福食堂将在城
西区先试先行；

6 月中旬 5000 名老年人将
享受到助餐送餐配餐服务；

特殊困难老人和80周岁以
上高龄老人可享受到就餐补贴；

到 2020 年，全市将力争幸
福餐桌达到1000张以上……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关心
老年人生活问题，积极构建养
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全力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重点做好老年人的服务工
作，把党和政府对广大老年人的
关心、关爱和关怀落在实处。今
年，针对西宁老年人在吃饭上普
遍遇到的难题，在前期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市委书记王晓四度点
题，亲抓进度，《西宁市深化城乡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推进

“爱老幸福食堂”建设实施方案》
出台，我市启动实施“爱老幸福
食堂”建设，着力解决西宁老年
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吃
饭问题。

西宁老年人将有自己的西宁老年人将有自己的
幸福食堂幸福食堂

今年，为了破解西宁老年人
的吃饭难、做饭难等问题，在前
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市委书记
王晓四度点题，亲抓进度，3 月
初，《西宁市深化城乡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推进“爱老幸福
食堂”建设实施方案》出台，西宁

“爱老幸福食堂”建设启动实施。
据了解，在我市推进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工作，依托专业化服
务组织为困难及高龄老年人提
供助医、助餐、助浴、助洁、助行
等“10+N”的养老服务中，市民
政局工作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
老年人需求的入户调查，发现老
人们的助餐服务需求排在了家
政、医疗之前，位居首位。同时，
按照比例测算，西宁市的失能半
失能老人约有5.59万人。

针对这些实际状况，我市决

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两年的
努力，探索出政府主导、社会组
织运营、城乡养老助餐送餐配餐
服务全面覆盖，人民群众普遍认
可的、可复制的居家和社区养老
助餐送餐配餐服务模式，形成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信息
化为手段、专业服务为支撑的居
家养老助餐送餐配餐服务体系。

20202020年年，，全市幸福餐桌全市幸福餐桌
达到达到10001000张以上张以上

根据《西宁市深化城乡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推进“爱老
幸福食堂”建设实施方案》，2019
年，在全市探索建立市、区两级
老年服务指导中心，在四区 25
个街道办事处设立“中央厨房”，
在90个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设立“幸福食堂”，并交由专业化
社会组织承接运营，在居民小区
内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助餐点”，
形成“市、区、街道、社区、小区”
五级助餐送餐配餐服务网络体
系。

我市“爱老幸福食堂”建设
将分步推进：2019年上半年，在
条件具备的城西区先行先试，待
条件成熟后四区全面推开；2019
年 12 月，将推广一批服务内容
实、覆盖面广、社会参与度高、深
受老年人欢迎的居家和社区养
老助餐送餐配餐服务成功典型；
2020 年，将在四区的城镇和三
县的社区实施老年人助餐送餐
配餐服务，在全市社区日间照料
服务中心设立“幸福食堂”，力争
全市幸福餐桌达到 1000 张以
上，同时制定出相关老年人助餐
送餐配餐服务标准，形成一套养
老助餐送餐配餐政策体系和服
务规范。

西区先试先行打造西区先试先行打造““1515
分钟分钟””服务圈服务圈

在我市“爱老幸福食堂”建
设中，城西区因为条件成熟，成
为先试先行区。目前，在借鉴广
州、上海、杭州等其他城市经验
做法的基础上，城西区通过购
置、租赁、闲置房屋改造整合、物
业服务用房改造等
方式，落实和开辟养
老助餐送餐配餐服

务用房，健全助餐送餐配餐网
络。据城西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介绍，从今年 1 月起，城西区作
为全市“爱老幸福食堂”工作试
点，陆续在一镇七办设立 8 个

“中央厨房”，同时在区内 27 个
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和小区设立

“幸福食堂”和“幸福餐桌”，打造
“15分钟”老年人助餐、送餐、配
餐服务圈。目前，27个“幸福食
堂”和2个“中央厨房 ”即将投入
使用。

预计6月中旬，位于胜利路
街道综合性助餐送餐配餐服务
场所中央厨房、爱老幸福食堂、
幸福餐桌将投入使用，可为周边
5000名老年人提供助餐送餐配
餐服务。

特殊困难老人和高龄老特殊困难老人和高龄老
人就餐享受补贴人就餐享受补贴

“爱老幸福食堂解决老年人
吃饭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特
殊困难的老年人的吃饭问题。”
据城西区民政局局长旺姆介
绍，为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城西区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助
餐送餐配餐基本服务制度，并
实行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用
餐补贴三项制度。用餐补贴采
取“政府补一点、企业 （社会
组织） 让一点、个人掏一点、
社会捐一点”的原则，试点期
间为辖区60周岁以上低保、特
困、低收入、重点优抚对象和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等困难
老年人、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就餐 （午餐） 予以补贴，每人
每天补贴一餐（午餐）。

此外，根据老年人的需
求，结合用餐对象身体特点和
时令季节变化，会充分考虑老
年人的习惯和禁忌，制订个性
化流食、素食、无糖餐等，保
证饮食品质并在价格上予以优
惠。经过爱老幸福食堂前期摸
底，城西区 60 周岁以上低保、
特困、低收入、重点优抚对象
和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等困
难老年人共计 734 户 1025 人，
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计71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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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6日，全省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和考核整改工作视频会
议召开。省委书记王建军、省长刘宁分
别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常委、副省长严
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王宇燕主持会议。

王建军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
性指标。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反
复强调、高度关注，为全党作出了表
率。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清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坚持从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向习近平总
书记看齐，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
推进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攻坚质量。
要注重从政治站位、思想认识、责任
担当、为民情怀、工作落实上查问
题、找不足，严查严改、真改实改、
立行立改。要严肃整改过程，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聚焦突出
问题，落实精准要求，加大工作力
度，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做到查摆
全面、纠偏深入、整改彻底。要注重
放大整改成果，把问题整改与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减轻基
层负担等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攻
坚克难，不懈奋斗，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真正以全省绝对贫困“基本消
除”的优异成绩向青海
解放 70 周年和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

刘宁强调，今年是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

键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责任，加大攻坚力度，坚
决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坚持目
标标准，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
发展，细化完善政策措施，统筹整合各
类资源，聚焦短板，综合施策，着力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要
贯彻精准方略，细化实化攻坚举措，
尽锐出战，合力攻坚，集中力量攻克
深度贫困堡垒，切实提高脱贫质量。
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持从
严从实，在整改落实上见真章、动真
格，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见效。要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精
神脱贫，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
抓党建促脱贫，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把“政策落实
年”“基层减负年”各项要求落到实
处，奋力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把
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重大要
求，以更严的工作标准推动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以更实的政策举措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以更强的担当精
神扛起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确保年内
实现绝对贫困“基本消除”目标。

全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和考核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小言） 5 月 16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调研民政工
作。张晓容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
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
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眼睛向下深
入基层、弯下腰板服务群众，及时解
决困难群众最盼、最急、最需的热点
难点问题，着力打通民政工作的“最
后一公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彤一同调
研。

西宁市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心和西
宁市老年活动中心，在对口支援单位南
京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建成投
运。张晓容详细查看12349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老年活动康养中心、健身中心
等场地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后，给予高度
肯定。张晓容指出，我市老年人口基数
逐渐增大，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
养老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
矛盾仍比较突出。民之所望，施政所
向。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提
高站位，将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
实、抓出成效。要坚持需求导向，提升
智慧养老专业化运营、管理水准，增强
智慧产品和服务的精准度、人性化，让
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实惠。

城西区昆东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是为老年人开展短期托养、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等服务的老年驿站。张
晓容走进宿舍、食堂、活动室，与照
料中心负责人、老人们亲切交流，详
细了解老人居住和生活情况，祝福他

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张晓容强
调，要积极研究建立符合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实际的标准化服务流程，加大
养老服务人员培训力度，调动服务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切实提高养老服务
质量，让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成为社区
老年人的幸福驿站、温馨驿站。

西宁市儿童福利院迁建、青海省
养老示范基地是正在加紧建设中的两
个民生重点项目。在施工现场，张晓
容听汇报、看展板，实地了解施工进
展情况，他要求，各建管、施工、监
理单位要紧盯质量安全不放松，严把
工程质量关，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争取早日投
入使用，努力把项目打造成品牌、建
设成精品，让孤残儿童和老人早受益。

湟中县多巴镇黑咀村老年之家采
取“村委会+老年协会居家养老中
心”运行模式，为村中留守老人提供
助餐、日间看护、康复保健等服务，
受到村民们的普遍好评。张晓容与老
人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在老年之家
的感受体验，听取建议意见。他要
求，各级民政部门要认真总结现有老
年之家的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村委
会、老年协会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进一步提升各项
服务质量，把老年之家办到老人心坎
上，让老年之家成为幸福之家。

张晓容还强调，要进一步研究破
解养老服务堵点、难点问题，持续推
进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和爱老幸福食堂建设，全面打造布局
合理、满足需求、功能完善、精准高
效、共建共享的15分钟助餐送餐服务
网络。

张晓容调研民政工作时指出

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帮困有所助

西宁老人将有自西宁老人将有自己的己的幸福食堂幸福食堂
——晚报聚焦西宁爱老幸福食堂系列报道之二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