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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将将推推出出养养老老电电子子地地图图
位置、价位、设施、护理人员情况等信息一查便知

我的济南梦
2015济南两会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皇
刘雅菲） 12日，政协委员、济南

市民政局长赵玉海透露，全市养老
机构评估已经完成，近期济南将推
养老电子地图，以供市民选择养老
机构做参考。

今年的济南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了城市养老体系建设，
不少市民发现济南的各类养老机
构数量很多，但水平差距不小，不
知是否有相应的养老院标准。

赵玉海说，目前济南有一个

示范性养老机构的评价标准，每
年会以这个标准评选出一批示
范性养老机构。示范性养老机构
标准对养老机构的规模、设施设
备条件、服务水平、服务人员的
素质等都有要求。近期，基于民
政局掌握的全市160多处养老机
构的信息，民政局网站将公布济
南养老电子地图。这些养老机构
包括养老院和敬老院。

据介绍，通过每年的示范性
养老机构评选，济南市民政局掌

握了全面的养老机构信息，但很
多市民没法全面了解。民政局提
供这些养老机构信息还主要停
留在市民咨询后解答，基本每天
都有市民打电话咨询。

“市内的养老机构在哪里、
设施怎么样、价格多少，这些市
民都很关心。”赵玉海说，这些内
容很快就能在养老电子地图里
查到。地图会包括济南市所有养
老机构的地址、护理人员基本情
况、价位、设施情况、通讯情况等

详细信息。
“尽可能把能公布的所有信

息都公布出去。比如护理人员的
专业素质情况，学历情况还有养
老院是否医养结合等等，而且还
会把监督人员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公布上去。”赵玉海介绍，2014年
的养老机构评估已经完成。评估
一年一次，由第三方机构负责，养
老机构的基本情况会及时更新，
养老电子地图也会实时更新。

此外，赵玉海表示，济南已

经开始尝试医养结合。2013年6
月动工的山东济南养老服务中
心就是由政府建设，考虑到养老
服务的专业性，由山大二院负责
运营管理。“一期主要针对失能
半失能的老人，预计今年上半年
投入运营，有1000多个床位。二期
今年完成主体建设，争取年底前
把设施设备、辅助设施建成。”赵
玉海说，二期工程肯定走市场化
道路，但具体形式还在研究，主要
针对的是有自理能力的老人。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
皇 刘雅菲 王杰） 莲花山殡
仪馆搬迁的工作已持续了多年，
何时搬迁引起不少市民关注。12

日，政协委员、济南市民政局局
长赵玉海透露，莲花山殡仪馆将
在年内实现搬迁并在新址运营。

“今年上半年新址主体建
成，之后设备安装调试和试运
行，争取今年莲花山殡仪馆搬迁
到经十东路的新址。莲花山殡仪
馆原址将交给高新区。”赵玉海
说。

记者了解到，济南莲花山殡
仪馆迁建项目位于孙村办事处
东小龙堂村和巨野河办事处史
家峪村，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4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60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8000平方米，绿地率42%。项目总
投资约2 . 24亿元。

目前青岛、东营、威海等都
已实行基本殡葬服务免费，济南
何时能实现引起关注。赵玉海
说，目前济南暂时还不能全面实
现，而要逐步推进。市中区的农
民今年已经开始了基本殡葬服
务免费。“基本的殡葬费用市区
应该在1300—1500元，今年将落
实参加了社保 60岁以上去世者
800元的补助。”据介绍，首批丧葬
补助金于4月初发放到位。

市中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规定，凡属市中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逝世，可申
领1000元殡葬补助费；逝世时间
在2014年10月1日以后的，亡者家
属可到死者生前户籍所在街道
办事处申领殡葬补助。

“2月中旬开始实行，目前该
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该负责
人称，已有34份符合条件的材料
通过审核，“亡者家属已在4月初
领到殡葬补助资金”。

至于丧属如何申领丧葬补
助，该负责人称，凡属市中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死亡并在
殡仪馆火化后，由死亡家属凭身
份证、户口簿和逝者的火化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殡仪馆缴费发票
原件及复印件、殡仪馆遗体冷藏
存放协议单原件及复印件、业务
核对单原件及复印件到逝者生
前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社会事
务科，领取、填写《济南市市中区
村民殡葬补助审批表》。因特殊
情况在外地火化的，其家属提供
以上材料外，应同时提交公安机
关户口注销情况证明。经区民政
局复核后，将补贴发放费用拨付
街道办事处下发。

莲花山殡仪馆

年内将搬迁

全市仅有10家

医养结合型养老院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资源
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医养结
合是将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
能相结合，解决养老的不治
病、治病的不养老这个难题。”
济南红夕阳老年公寓院长张
萍说。

张萍介绍，红夕阳老年公
寓是济南为数不多的医养结
合的养老公寓。该养老公寓是
在济南疮疡医院护理科室的
基础上建成。“许多市民不懂
如何照看患病老人，便将老人
送到我们这里，由我们进行护
理。”张萍称，随着入住老人增
多，济南疮疡医院于2012年建
立了红夕阳老年公寓。

住在红夕阳老年公寓的
老人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在
疮疡医院治疗好转，直接转入
老年公寓；一种是老人患病，
限于家里护理条件，进入老年
公寓边护理边治疗；再有便是
看中该公寓的医疗条件，到此
养老。

至于公寓的医疗实力，张
萍颇为自信。“公寓有200个床

位，配备15名专业医生与40名
专业医护人员，两辆救护车，
还有专业吸氧装置和心电监
护设备，只需十分钟就可到达
最近的市立医院。”

民政局资料显示，济南市
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养老公
寓现有10家，床位1457张，占
济南市养老总床位数的17%。
这些养老公寓的运作模式与
红夕阳养老公寓类似，大都依
托现有医院设施设立。仅有济
南市舒心港湾和富翔老年公
寓两家机构采取的是公寓管
理院方引进医疗机构。

养老院设医疗机构

准入门槛已放宽

对于医养结合型养老机
构稀少的现状，济南市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分析称，主要原因
在于根据相关规定，养老机构
床位在500张以上的才能设置
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目
前,济南绝大多数养老机构都
达不到这个条件。”

一面是政策限制，一面却
是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型养老
公寓的需求。甸柳小区78岁独
居的张翠洪老人称：想住养老

院却又不敢去，“能看病的养
老院说床位满了，不能看病的
我又不愿去。”老人颇为无奈。

据悉，济南市各大医院都
有托老病房，但床位资源异常
紧张。近日，记者咨询了济南
市各大医院的托老病房，得到
的均是“床位已满，需排队”的
回复。

“医养结合很有必要。老
人独自在家，一旦出现突发疾
病是很危险的。比如老人突发
心力衰竭，连拨打112的力气
都没有。”张萍称，与社区养老
相比，医养最大的优势是可以
24小时照顾老人，有效防止突
发状况。

“济南市正在适当降低养
老公寓设立医疗机构的准入
门槛。”济南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称，去年11月，济南市民
政局便与卫生、人社部门联合
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
见》中指出，“卫生行政部门适
当降低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
机构准入门槛，鼓励医院将闲
置资源改造成康复机构或增
加老年病科床位，鼓励部分非
建制乡镇卫生院积极开展养
老服务。”

医医养养结结合合型型养养老老院院仅仅1100家家
养老院设医疗机构门槛已放宽,政协委员建议医院办养老机构

据预计，2015年年底济南
市老年人口将增长至120万,老
龄化率达到20%,这相当于每
五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老龄
化严重也引发了老年人看病
难的问题。记者了解到，济南
市目前仅有10家医养结合型
养老院。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
议在济南市医疗机构内建立
无陪护病房，促进济南“医养
结合”养老事业的发展。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李天琪 田梓

追梦人：张萍
济南红夕阳老年公寓院长

张萍介绍，60岁后，老人
身体多半会出现一些毛病，
一旦出现突发疾病是很危险
的，医养结合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济南疮疡医院是
医保报销单位，但报销主要
针对皮肤溃烂的病患，而且
一个月只有8个名额。此外，
国家对养老方面没有医疗补
助。”张萍称，医保报销范围
小且名额少，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住院老人的病情治
疗。“希望国家能放宽医保政
策，为老人看病提供一些方
便”。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有很多的人关注到医养
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也希
望政府可以给我们这个行业
多一点支持，让更多的老年
人受益。”张萍说。

“放宽医保政策

方便老人看病”

针对医院托老病房人满
为患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
展滞后的现状，济南市政协委
员宫建泉建议：在济南市医疗
机构特别是中医医疗机构内
建立无陪护病房，促进济南

“医养结合”养老事业的发展。
宫建泉称，无陪护病房以

收治患病并且丧失独立生活
能力的60岁以上老人为主。无

陪护病房能有效解决病有所
医与老有所养问题；可以避免
患者家庭“一人住院，全家忙
活”的现象。同时又能方便建
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建立与
无陪护病房相适应的管理制
度与后勤供应新模式，会极大
地提高医疗机构的工作质
量”。

鉴于医院所具有的医疗

实力，济南市政协委员齐加新
建议政府应鼓励大型综合医
院举办养老机构。“医院设有
康复科、保健科、心脑血管科
室等老年病常见科室，再加上
护士24小时值班制度，使医院
能从容解决诸多老年性疾
病。”齐加新称，相关部门可引
导、鼓励医院尝试参与养老病
房建设试点。

政协委员献策

应鼓励综合医院办养老机构

红夕阳老年公寓的外景，环境设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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