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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政府联合发力
老人吃饭由凑合到吃饱吃好

在城西区古城台街道昆西社区爱老幸
福食堂，藏族老阿妈拉毛每天 11 时都会来
这里打饭。她说：“如果早起去市场买菜，
然后洗菜、切菜，炒菜，吃完还要刷锅，很麻
烦。来这里吃，有人给换着花样做饭，最贵
的两荤两素套餐也只花 10 元钱，方便又实
惠。”如今，爱老幸福食堂在我市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成为许多老人吃午饭的首选，老
人上顿煮点粥，下顿热剩饭的情况已成为
过去。

近年来，市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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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和关怀落在了实处。今
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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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主
要领导多次点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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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启动实施

“爱老幸福食堂”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全市老
年人的生活品质。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

“中央厨房”24 个，“爱老幸福食堂”62 个，助
餐点 53 个。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苏磊红向记者介
绍：“目前，爱老幸福食堂仍处于起步阶段，能
够健康有序良性发展，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
重视和支持。爱老幸福食堂能够取得现在的
成效，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将此项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对待。下一步，爱老幸福食堂将
从现在的城市覆盖到三县城镇一级，真正做到
全覆盖。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爱老幸福食堂这项民生工程必将会做大、
做好。”

加大资金跟进力度
老人餐盒里的肉只会多不会少

为保障资金高效使用不“穿底”，我市探索
通过“购买服务、场地免费、税费减免、多方监
管”的方式解决政府唱“独角戏”、资金严重匮
乏等难题。按照“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
人掏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原则，多方筹措资
金。

城西区就引进 4 家企业负责 4 个中央厨
房，采取无偿用房和每年8万元以上的财政补
贴有效减轻了企业成本。

每到午饭饭点，在城西区胜利路街道公园
巷社区的爱老幸福食堂内就餐的老年人络绎
不绝……工作人员按照6元、8元、10元三档为
老年人提供午餐，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和困
难老人每天还分别补贴2-3元。

“你看，这就是就餐卡，一顿最多只需要8
块钱，太划算了。”85 岁的李奶奶向记者展示
着自己的爱老幸福卡。她说，一会儿自己吃
完，再给老伴儿带几个包子回去让他尝尝。

与餐桌间老人们轻松的欢笑声不同，仅有
一墙之隔的“中央厨房”内，大厨们身着围裙、
头戴高帽，正在对配送来的半成品饭菜进行精
加工。“今天我们给老人准备的有菜花炒肉、红
烧豆腐、木耳油菜、鸡蛋醪糟汤……荤素搭配，
想吃什么可以自己选择。”

“猪肉价格虽然在上涨，但是老人餐盒里
的肉只会多不会少。”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
央厨房经理刘朝霞坚定地说，从起初的30人
就餐，到现在高峰时的1281人，人数虽越来越
多，可仅仅只能营收平衡。城中区委、区政府
一直紧盯中央厨房运营的每一环节，为保证厨
房的持续运转，不断加大对资金的投入力度，
不仅让社会企业不为资金犯难，更要让老人保
质保量地吃好这顿饭。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高波介绍，我市
建立的三项补贴制度，第一项是建设补贴，按
照中央厨房最高不超过30万元，爱老幸福食
堂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标准，给予建设性的
一次性补贴；第二项是运营补贴，给予中央厨
房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爱老幸福食堂最
高不超过5万元的标准，为服务得好的爱老幸
福食堂给予运营补贴；第三项是专门针对老年
人的助餐补贴，60 岁以上困难老人每人每天
补助3元，80岁以上的所有老人每人每天补助
2元，据测算今年我市有5.8万老人，补助要达
到5000万元。

为确保爱老幸福食堂的顺利运营，民政、
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手加强
老年人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施意见
(试行)》等四个文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策
体系。同时，通过建立覆盖食品生产、配送等
各个环节的安全监管机制，确保老年人吃上了
放心饭。

苏磊红说，想要继续做好爱老幸福食堂，
就要“软硬兼施”，结合“十四五”规划，对相关
配套政策进行接续性的出台，进一步加大资金
跟进力度，保证老人吃饱吃好，还能感受到贴
心、用心。

从“吃饱吃好”到“个性化定制”
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用餐满意度

贴心的爱老幸福食堂针对老年人身体特
点和时令季节变化，充分考虑老年人饮食习惯
和特点，为其提供个性化流食、素餐、无糖餐
等，做到低油、低盐、低糖清淡饮食。

今年 71 岁的董华玲老人一直患有高血
压、高血脂，“我自己一个人做饭特别麻烦，不
知道怎么搭配，‘爱老幸福食堂’启动的第一天
我就赶了过去。这半年来，我天天都去吃，一
点儿也不腻。”

目前，依托城西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形
成“区、镇办、社区、小区”四级助餐送餐配餐网
络体系。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通过手机微信
点餐、热线电话点餐(4912349)、预约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三种方式实现点餐到家。助餐配餐
点根据老人订餐计划统筹采购食材，按老人口
味加工烹制，并将用餐预约情况录入信息平

台。
为保证用餐老人饮食品质及选择性订餐，

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聘请专业营养
师每周为辖区老年人研究制定软硬合适、荤素
搭配、营养丰富的一周食谱，并提前一周进行
公示。同时，及时收集老年人用餐反馈的意见
建议，通过例会、试菜等方式不断改进，适应老
年人用餐习惯和喜好，赢得了用餐老人的好
评。

据了解，我市不仅制定了《西宁市养老服
务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还组建了“爱老幸福食
堂”微信工作群，群内成员由市区民政、各镇
办、各社区、运营商等人员组成，通过第一时间
发送餐食照片、就餐统计等，实现老人用餐情
况第一时间了解，统计数据第一时间掌握，遇
到困难第一时间解决。通过信息化手段，对

“中央厨房”“幸福食堂”的餐食及助餐点加工
制作配餐就餐全过程和老年人预约及刷卡用
餐过程，进行实时视频监控，保障食堂饭菜质
量，确保政府补贴资金真正服务于老人，同时
不定期对“爱老幸福食堂”运营情况进行实地
督查，了解老人的所想所需，及时协调解决问
题，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用餐满意度。

高波坦言，目前，老人们都能完全解决吃
饱的问题，但从“吃饱到吃好”的初衷来而言，
我们还要从共性餐外研究制定真正的个性化
配餐，如让糖尿病老人的餐食中做到低糖、低
脂、低碳水，让高血压、高血脂老人低油、低盐、
多优质蛋白等，满足老人的不同需求。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
爱老幸福食堂正在变好变大

由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接的城
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运营以来，得到了
辖区用餐老人的广泛支持及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截至目前，已收到辖区老年人表扬信
100余封……从最初承接的2家社会组织到现
在的28家，我市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了西
宁爱老幸福食堂中。

为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配餐助
餐送餐服务，我市采取“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
点、个人掏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原则，按照每
餐不高于10元的标准只向老人收取必要的成
本费，并分别为60周岁以上的困难老人和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每天进行补助。同时，给予
承接企业最高30万元的建设补贴和每年最高
10 万元的运营补贴，从而激发社会企业的热
情。

“若想要爱老幸福食堂变大变好，就要培
育更多社会组织茁壮发展，有了市场竞争，才
有活力，就能够优胜劣汰，形成良性发展的局
面。”高波说着下一步的打算。

对于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来说，他
们准备扩展外部消费人群，并引入外卖平台，
在服务好老人的基础上达到自己“造血”。“以
养老事业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才是爱老幸福
食堂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公司经理刘朝霞说。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王紫）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提高，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不断
加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人们逐
步淡化了养儿防老观念，育龄人口
生育意愿有所降低。但是，我省的
全面两孩生育登记人数及出生数略
有上升。据省卫生健康委统计，仅
从去年 11 月 1 日至今年 10 月底，我
省全面两孩生育登记人数 3489 人，
已出生 4324 人，比去年同期上升
0.32%。其中，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
比较强烈，生育二孩的 80 后女性最
多。

8080后女性生育意愿比较强烈后女性生育意愿比较强烈

此次统计显示，从生育两孩的
女性的年龄结构来看，今年 20 岁
至 29 岁的女性中，全面两孩生育
占 17.12%；30 岁至 39 岁的女性中，
全面两孩生育占 77.80%，比重最
高；40 岁至 49 岁的女性中，全面两
孩生育占 5.07%，基本符合生育年
龄分布规律。数据表明，由于生
育政策的调整，满足了我省绝大
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全面两孩
政策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政策
效应逐步显现。80 后女性因为经
济条件的许可、生育观念的转变、
喜欢孩子等因素，所以她们的生
育意愿比较强烈。

8080后女性为何愿意生育二孩后女性为何愿意生育二孩

记者了解到，80 后女性愿意生
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条件富
足、希望自己儿女双全、父母健康能
帮助带孩子、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
女希望老了以后多个孩子照顾自
己，等等。

32岁的李女士已经是儿女双全
的幸福母亲。她和爱人都是独生子
女，两人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
经济压力小，喜欢孩子，加上双方的
父母亲身体健康愿意帮他们照看孩
子，所以夫妻两个实现了二孩梦。
记者了解到，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
况比较多。

30多岁的郑女士喜欢家里人丁
兴旺的氛围，所以生了两个女儿，每
天看着孩子们健康成长，特别是平
时在家里看着两个宝宝闹腾或者亲
亲热热的，感觉特别幸福，很有成就
感。程女士是独生女，从小感到孤
独。现在她生了两个孩子，就觉得
孩子们将来可以手足相依，而且将
来自己和爱人老了，有两个孩子一
起来照顾，比一个孩子来照顾要好
一些，那样孩子们的压力会小一些。

我省营造生育养育更加完备的我省营造生育养育更加完备的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

为全面助推两孩政策，将工作
落到实处，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
济社会政策衔接配套，努力增进家
庭和谐幸福，确保群众生的出、生的
好，鼓励按政策生育，我省今后着重
加强如下工作：针对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后的新情况，今年9月出台相关
实施意见，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促进我省婴幼儿
照护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婴幼
儿健康成长。做好人口监测工作。
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工作，提高
对母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省卫生
健康委等十部门联合制定相关实施
方案，以孕期、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
需求为导向，满足群众对母婴设施
建设的要求，积极营造生育养育更
加完备的社会环境。

做大做好这碗饭 晚报聚焦西宁爱老幸
福食堂系列报道之八

黎晓刚黎晓刚 摄摄

77岁的王改英在城中区香格
里拉社区的幸福食堂高兴地吃着
饭的照片频繁在各大媒体亮相，
成了幸福食堂的“网红”老人。

虽然是“网红”，但王改英来
这里吃饭的原因和来就餐老人都
一样：年龄在80岁左右，多是独居
或是身体状况欠佳，做饭有困难
的老人。在王改英看来，幸福食
堂的饭菜不仅经济实惠，而且种
类丰富、干净卫生，比在家里吃饭
还要好。

从今年 6 月我市首批爱老幸
福食堂投入运营以来，这项民生
工程可以说是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最初承接的 2 家社会组
织发展到 28 家，11.9 万名老年人
享受到了爱老幸福食堂助餐服
务……时隔半年，我市又致力“从
有到好”，彻底破解“一饭难做”

“一饭难求”的困境，让爱老幸福
食堂实现配套完善、持续发展、群
众满意，真正把爱老“这碗饭”做
大、做好、做走心。

80后女性

为何愿意生育二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