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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路径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调查

张艳霞摇 吴佳宝摇 刘远冬摇 朱启臻
[ 摘摇 要] 摇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城乡倒置问题不断加剧,但农村社会化养老基础薄弱,养老
服务存在供给主体权责不明晰、供需不匹配和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在纵向层级上发展不均衡,乡镇和
村级养老服务尤为缺失。 国家近年出台的政策强调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 江苏省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率先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供给,探索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通过县级建立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乡镇改造农村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村级推行互助式养老,将养老服务由县向乡和村延伸,在县乡村各级实现机构、社区和居
家养老服务的有机结合。 从全国来看,农村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面临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化养
老服务机构不完善、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可借鉴江苏省的经验统筹规划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关键词] 摇 农村老年人; 县乡村衔接;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构建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城乡倒置和未备先老 [1] ,农村面临的养老挑战巨

大。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自 1982 年出现城乡倒置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 根据最新公布的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趋势更加凸显,2020 年农村 60 岁及以上、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郾 81% 、17郾 72% ,比城镇分别高出 7郾 99、6郾 61 个百分点。 与城市相
比,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程度深、速度快、空巢独居现象严重、高龄失能失智占比高等特征 [2] ,但农
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础薄弱 [3] ,在纵向层级上发展更不均衡,乡镇和村级养老服务发展尤为不
充分 [4] 。 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和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农村五保供养
机构空床率高,民营养老机构经营惨淡 [5] ,日间照料中心难以发挥托底功能。 养老服务城乡差异
大主要是由于县乡村社会化养老服务没有形成网络,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在资金
和服务供给两个方面严重匮乏。 在农村养老服务的资金保障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政
府在养老服务事业上的财政投入明显重城市轻农村;由于农村老年人购买力不足,市场更倾向于对
城市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养老机构的投资有限 [6] ;在我国农村地区,公益组织的重要
性并未被强调和重视, 大部分农村地区缺少特定养老公益组织为养老服务提供相应 的 资 金 支
持 [7] 。 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方面,供给主体权责不明晰,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履职存在
偏差 [8] ,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和社会组织不够成熟 [9] ,家庭和老人自身的养老服务功能弱化 [10] ,农村
社区养老供给不足 [11] ,服务质量不高,养老服务人员缺乏专业培训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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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测算,“ 十四五冶 期间平均每年将增加 60 岁以上老人 1 000 万左右,全国老年人口将

突破 3 亿,我国社会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淤。 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乐是一个非常
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是解决“ 三农冶 领域有关突出问
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的关键举措。 2021 年 2 月出台的《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强

调要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于。 国家计划“ 十四五冶 期间,通过建立县级失能半失能照
护机构、乡镇级农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居家养老等服务,以点带面实现养老
服务全覆盖,从而基本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是基于解决我国当前老龄化治理问题而提出的,研究三级养老
服务网络的构建路径有助于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均衡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完善提供参考。 江
苏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之一,也是目前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之一。 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江苏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21郾 84%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6郾 20% ,已经进
入中度老龄化。 根据江苏省民政厅 2021 年 2 月公布的数据,江苏省 60 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
约有 940郾 3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11郾 1% 盂。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差异不小
的省份,江苏省已率先对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进行了探索,致力于构建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
养老服务体系,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在全国领先,取得了一些值得总结和分析的经验。 本研究基
于团队于 2020 年在江苏省开展的农村养老服务实地调研,通过与省市县乡四级民政部门、人社部
门、卫健部门、财政部门等不同机构座谈,到县乡村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点走
访调查所获得的丰富资料,研究总结先进地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经验,有助于解决农村养老服务有效
供给不足、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进而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明确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方向。

二、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现状
针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短板,要着力增强县级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失能照护服务能力,拓展

乡镇敬老院的养老服务中心功能,发挥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前沿阵地作用。 “ 十四五冶 规划提
出,争取到 2025 年基本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形成布局完善、功能互补、统筹衔

接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各地开始根据“ 十四五冶 规划中有关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要求展开行动,在
现有养老服务的基础上,健全县、乡镇、村三级养老服务平台,但大部分省市尚处于探索阶段。 从全

国来看,重庆榆、江西虞等地在“ 十四五冶 规划要求提出后,陆续出台建立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
政策文件,计划打造县级养老服务载体,推进乡镇敬老院提档升级和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普
及农村互助式养老,尝试摸索建立与本地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大多数地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淤
于
盂
榆
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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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形成。
江苏省已经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建立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坚持系统观念,打造县乡村
三级衔接互通、功能互补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近年来,江苏省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为农村养老服
务打造坚实的制度基础。 省委连续出台“ 三农冶 一号文件,将强化农村养老服务兜底保障、推进农
村养老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作为推进“ 三农冶 工作重点任务加以落实。 省委省政府印
发《 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 》 ,实施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动城市
优质养老服务资源要素向农村覆盖延伸,实现城乡养老服务发展共建共享。 江苏省从 2014 年起陆
续出台的《 江苏省“ 十三五冶 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 《 省政府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的实施意见》 《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多部规划和政策
文件,均涵盖农村养老服务各领域各层次,就着力夯实农村养老服务基础、持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做出了方向性、制度性安排,形成了具有江苏特色的农村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江苏省政府不仅在政策和财政资金方面大力支持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立,还按照规
章制度通过公建民营、委托经营等形式,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 首先,
县级政府打破县乡村养老服务的界限,充分利用养老资金和资源优势,改革特困供养机构,将县域
内特困失能老人集中供养,为他们提供“ 兜底冶 保障。 其次,在满足本地特困失能供养对象集中入
住的前提下,乡镇将部分敬老院改造升级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一方面吸纳身体条件相对较好
的特困人员,另一方面通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向周边乡镇和农村辐射,提供综合性养老服务,满
足社会老年人的居家和社区助养服务需求。 最后,在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难以覆盖到的农村,建立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点来分散供养老人,为乡村基层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化养老服务。 总
体来说,江苏省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考虑到了城乡养老服务资源的差异和不平衡,统筹
使用各级现有的养老服务资金和资源:养老服务需求程度和质量要求高的失能特困老人统一由养
老服务资金和资源集中的县级特困供养机构兜底供养;有自理能力的特困老人和社会老人由养老
服务基础设施较好的乡镇养老机构和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助养;边缘农村地区的老人由养老服务
基础相对薄弱的养老服务站点提供基础性的服务。
( 一) 县级改建失能失智特困群体集中照料中心,打通城乡养老服务边界
政府基于城乡养老服务资金和资源存在差异的现状,对农村养老服务进行纵向统筹,利用城市
优越的养老资源配置和服务条件,对特困供养机构进行改造,为集中供养的县乡村特困失能老人提
供食宿、医疗、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全方位满足集中供养对象的需求。 为提升特困供养机构的服
务质量,充分发挥农村特困供养机构骨干作用,江苏省自 2013 年起全面实施农村特困供养机构“ 三
有三能六达标冶 工程。 其中,“ 三有冶 指的是每个老人房间有空调、有电视、有保温降温设备,“ 三能冶

指老人不出院能洗澡、能看病、能康复娱乐,“ 六达标冶 指敬老院的消防、安全卫生、老人的供养标
准、管理服务人员配比、管理服务人员工资、待遇水平能够达到国家相应标准。 所有敬老院初步具
备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安全援助和社会参与等功能,聚焦满足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
护需求。 政府引导特困供养机构采取内设医务室、与乡镇卫生院合作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特困供养机构护理型床位数达到 8郾 1 万张。 在农村老年人口比较多的涉农县

( 市、区) ,选择当地一所敬老院或社会福利院作为县里失能失智特困老年人的集中照料服务场所,
与医疗部门合作,一方面分散各敬老院的照料服务压力,减轻养老机构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降低
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 二) 镇级改造升级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增加辐射带动作用
江苏省行政区划调整后,以前的两三个乡镇合并为一个乡镇,乡镇的范围扩大。 为保障农村养
老服务,江苏省实施农村敬老院“ 双提升冶 工程,选择将一些位于乡镇或行政村中心位置、养老基础
设施完备的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将闲置床位面向社会开放,一般可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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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个乡镇,为乡镇及周边的社会老年人提供一定的助养服务。 截至 2020 年底,通过部署实施为
期三年的江苏省农村养老服务“ 双提升冶 工程,全省 700 家养老服务机构基本具备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功能,接收农村老年人达到 1郾 93 万人,194 家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开展了公建民营改造,由
专业的民营养老企业进行管理。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失能照料护理、精神慰
藉、教育培训等,还承担对留守老人关爱探访的职责。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借助自身地理区位和养
老服务资源优势,与周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合作管理,将养老服务向乡镇和村庄辐射,形
成服务网络。
( 三) 村级利用闲置空房建立养老服务站点,开展农村互助养老
处于养老服务网络边缘的农村地区通过建立村级养老服务站点作为补充,以这些养老服务站
点为阵地向外延伸拓展。 在人口较少和相对分散的自然村设置的养老服务站点建筑面积一般不到

200 平方米,选址在村民经常聚集的地方,利用闲置的校舍、民房、老村部等资源,为本村老人提供
一个养老服务和娱乐活动的场所。 养老服务站点的建设和运营经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 苏南
张家港市县、乡两级对村级养老服务站点一次性各补贴建设经费 4 万 ~ 5 万元,运营经费每年补贴

6 万元左右;苏北沭阳县县、乡两级财政根据地方财政实力一次性共补贴建设经费 3 万 ~ 5 万元,运
营经费每年补贴 5 000 元。 同时,江苏省各地立足实际情况,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开展互助养
老。 比如苏北部分县区建设“ 农村养老幸福小院冶 作为村级养老服务站点,探索农村地区邻里守
望、互助养老试点;苏南部分地区探索建立农村地区低龄助高龄的养老志愿服务体系———养老服务
“ 时间银行冶 等,打通农村养老的“ 最后一百米冶 ;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如张家港市永联村
尝试建立适老化的老年公寓,在每幢老年公寓底层建立一个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一些常态化标准
化的服务,包括普惠的无偿或低偿养老服务、有偿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以及管家式高端服务。

三、江苏省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路径
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关键是解决养老资金保障和服务供给难题。 福利多元主义理
论倡导养老资金和服务供给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单一主体,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和合作,促进养老供给侧的融合优化,以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江苏省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上,较好地解决了县乡村各级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资金和
服务供给问题。 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的发展,并对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和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给予重要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为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奠
定了资金保障。 另一方面,政府强调吸纳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村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并根据
农村实际情况,调动村庄现有人力资源,开展互助式养老,将养老服务切实延伸到农村,形成家庭、
政府、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 一) 政府强化财政资金支持,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
江苏省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各级政府对养老服务事业的扶持力度大,特别是针对特困人

员的供养问题,不断完善农村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 到 2020 年底,全省对 20郾 42 万农村特困供
养对象实现应养尽养,供养标准达到 12 421 元 / 人 / 年;将 27郾 98 万农村老年人纳入低保,平均标准

达到 725 元 / 人 / 月,位居全国前列;农村地区高龄津贴和老年人护理、服务补贴制度实现全覆盖。
县( 市、区) 乡级养老事业财政投入比例高、金额多,充分利用和整合政府、社会和个人资源,统筹城
乡养老资源,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敬老院运营机制改革,探索医养结合的方式,提升养老服
务保障的能力水平。
县级政府集中力量为县域范围内的特困失能老人提供经济保障,财政支持提高特困人员补贴
标准,促进特困人员的供养服务设施建设。 其一,政府财政注重保障农村老年群众基本生活,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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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特殊群体养老服务需求,织牢编密农村基本养老服务保障网。 建立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根据老
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逐年增加财政投入,并将其列入财政预算。 例如,张家港市每年总财政约 200

亿元,养老约占政府财政投入的 2% ,2020 年该市将农村“ 五保冶 老年人的保障待遇在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 40% ,并实现了特困供养标准城乡一体化。 其二,政府财政兜底保障特困
人员养老,改造农村特困供养机构。 地方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提升农村特困供养机构服务质量,发
挥养老机构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骨干作用。

宿迁市沭阳县是全国人口大县,2020 年底总人口达 193 万,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人

30郾 91 万人,老龄化率为 15郾 48% 。 沭阳县政府重点解决农村经济困难、高龄失能失智老
人的养老问题,将失能特困老人安排到一家敬老院集中照护,并引进有护理资质的养老企
业运营,提高专业化养老服务水平,发挥兜底职能。 对特困失能老人实行集中照护后,在
其他待遇不变的基础上,每月新增 800 元护理费,以后还将逐年提高护理标准,以确保为
失能老人提供综合持续的照护服务。 除此以外,沭阳县还重视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安
全管理水平的提升,2020 年投入 500 万元用于完善敬老院的消防设施,提高消防安全水
平,投入 50 万元在消防设施维保、食品安全监管、养老服务质量考评等方面实行专业化
服务。

在乡镇一级,推动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运营机制改革,使其提档升级改造为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
中心,激发农村养老机构发展活力。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既承接机构服务,也
承接机构外的居家服务。 以养老服务中心为依托,加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使农村养老服务由过
去仅面向特困老年人向普通社会老年人拓展。
苏州张家港市将塘桥镇一所敬老院升级改造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在改造过程中

给予了 2 000 万的资金支持,其中苏州市财政补贴占 30% ,张家港市补贴占 25% ,其余

45% 由塘桥镇财政承担。 改造完成后,政府引入一家养老服务公司参与设计和运营,现在
已建成 272 张床位,吸纳了 45 位五保老人。 张家港市和塘桥镇两级政府每年各补贴运营
资金各 10 万左右,主要用于为五保户购买养老服务,政府返聘了前敬老院院长对公司的
各项事务进行监管。 除满足特困老人的养老需求外,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还面向社会老
人提供助餐服务,依靠市镇两级补贴和老人自费 5 元 / 天,尝试从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到乡
镇和农村的社会老人。

( 二)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改革,提升机构养老服务水平
机构养老解决的基本上是高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农村养老服务中最为根本和
基础的,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以及个人的资金投入。 中轻度失能老人的照料可以通过家庭养老和
互助养老解决,但重度失能老人的照顾需要走专业化机构照护的道路。 民营养老机构投入产出的
上限极高,回报周期很长,在养老市场开放后是最需要持续稳定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的。
江苏省对养老院进行的改造,绝大多数都是政府首先把基础工作做好,将房子改造修理完善
后,再委托专业的养老服务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政府依据对企业的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补贴。 江苏
省统一了公办、民办养老机构的建设补贴标准和扶持政策,推动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企业发展。
截至 2020 年底,江苏省社会力量举办或经营床位数达到 47郾 88 万张,占 68郾 5% 。

南京市财政部门要求签约的民营养老企业对所属区域范围内 60 ~ 79 岁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服务量达 50% ,对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财政资金中 40% 由

乡镇( 街道) 一级承担,60% 由市( 区) 一级承担。 民营养老企业收入除靠政府补贴以外,
还依靠提供有偿服务获得。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于 2020 年对一个医养结合的敬老院
进行公建民营改革,政府投入 400 多万元,引入了一家民营企业进行管理,以 5 年为一个
合作周期。 为吸引民营企业加入,湖熟街道减免了企业第一年的租赁、管理等费用,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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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5 年内将向该民营企业收取 60 万元的管理费用。 这所敬老院有大约 180 张床位,30

多位工作人员。 到 2020 年底,敬老院已经招收了 110 多位五保老人,其余床位面向社会
老人用来盈利,以维持运营。 根据接收社会老人的身体状况划分了全能型、全失能型和半
失能型三类收费标准,每月收取 3 000 元到 6 000 元不等。 敬老院将其中的一个院子改成
了日间照料中心,为周边街道和农村的老人提供了日常助餐和活动的场所。

在养老工作中调动社会资源和力量,达成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充分利用和整合政府资源、社
会资源和个体资源:政府提供保障、搭建平台、改善硬件设施、购买服务等,企业在养老事业中发挥
管理和经营的作用。 江苏省敬老院普遍实行公建民营,由专业的民营养老企业进行管理。 考虑到
企业的经济效益,在首先保证特困供养人员机构养老的需求外,将剩余空置床位盘活,面向社会招
收有需求的老年人。 通过公建民营方式,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管理向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引导社会
力量更加广泛积极地参与农村敬老院的连锁化管理运营,推动机构在管理、技术、服务质量、硬件设
施等方面全面提升。 公建民营养老院具有一定的优势,建设养老院的土地规划、项目建设审批等手
续更便捷,有利于降低民营资本的风险和负担,保障养老服务规划的长期延续性,提高养老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通过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或财政资金补助,降低民营养老院的收费标准,要求公办民营
机构在优先解决农村特困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的前提下再面向社会老人,发挥兜底的职责;
政府比企业的号召力大,农村老年人对政府出资建设的养老院信任度比较高。 地区民政部门对营
利性的养老企业有约束性的政策,每年由第三方机构根据民政部门制定的考核细则对其满意度、入
住率等进行评分和监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养老服务水平。
( 三) 创建“ 虚拟养老院冶 平台,管理居家养老服务市场

养老服务体系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利用“ 互联网 + 冶 信息技术,通过“ 虚拟养老院冶 实现对居家

养老服务市场的有效管理 [13] 。 作为既经济又便捷的养老方式,“ 虚拟养老院冶 在社会上已经得到推
广,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的融合发展,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促

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创新发展。 “ 虚拟养老院冶 具有养老综合体意义上的综合性和一体化功能 [14] ,搭
建养老服务平台,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市场。 虚拟养老院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 服务外延冶 ,
通过网络平台,更加方便快捷地满足居家老年人阶段性、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江苏省不断完善智慧养老服务网络体系,省级建设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各县( 市、区)

均建成 1 个以上虚拟养老院,初步形成“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冶 。 政府通过购买虚拟养老院
这类新型居家养老服务,将市场力量引入养老产业。 虚拟养老院像一座“ 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冶 ,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选择和享受专业化的上门养老服务 [15] 。 通过互联网对县乡
村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进行精细化管理,丰富了养老服务市场,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质
量和效益,开拓了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解决其居家养老所遇到问题的途径,推动了政
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分散供养特困对象和部分高龄独居、空巢老人提供了更有针
对性的养老服务。

苏州张家港市在 2007 年建了 4 个虚拟养老院,以政府采购和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托管

运营,其中一所虚拟养老院有 21 位工作人员,依托张家港市虚拟养老院服务平台,为全市
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和智慧养老服务。 张家港市虚拟养老院由市民政局管理,下设工作
站,工作站下设居家服务站,为县乡村老人提供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 老人通过拨打线上
专线咨询和呼叫服务,线下由专业服务企业、各类居家服务站和养老机构具体提供相应服
务,目前服务对象有 800 多人。 服务完成后,虚拟养老院会定期回访,由老人对服务做出
满意度评价。 张家港市的虚拟养老院在建设过程中注重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管理,与卫健
委系统互通,建立老人的健康档案,为老人量身定制养老服务套餐。
宿迁市沭阳县民政局考虑到当地有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补贴,创新虚拟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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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机制,通过引入一个民营企业,建立了互联网呼叫中心平台。 老人通过呼叫中心平
台选择服务后,线下服务人员依托乡镇敬老院改造后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上门服
务,由此,将原有乡镇敬老院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机构以外的老人。 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敬老
院工作人员的收入;另一方面为居家老人提供了服务,并节约了路途成本。 如果没有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是公办的,公办机构人员是不能开展其他活动的,但是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把敬老院交给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来服务,既承接机构服
务,也承接机构外的居家服务,同时通过互联网在县乡村三级实现养老服务类型全覆盖。
县级居家上门服务指标直接下放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中心下派工作人员到村服务,也
可以到村里就地找人提供服务,形式由乡镇决定,由此实现了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居家
养老服务对象不断扩展,由原来只是省里规定的低保、失能、失独三类老人,逐渐扩展到空
巢老人、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空巢老人如果既不失能又能自理,那就只需要派工作人
员每周上门看望两次,寻访了解老人的日常状况并登记到系统里。
( 四) 开展互助式养老,将养老服务延伸到乡村最基层
农村劳动力外流,家庭结构变化,农村老年人缺乏稳定的收入和保障,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
老的重要途径。 从本质上说,互助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是在互惠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养老在某
种意义上是养老模式的“ 第三条道路冶 [16] 。 农村老年人生活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有较强的归属
感,可以通过邻里互助、老老互助、少老互助等方式获得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 互助养老的成本低
但提供养老服务的效率高,符合农村现阶段的经济文化生态,有助于解决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的养
老问题,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补充 [17] 。 江苏省引导鼓励在农村开展互助式养老,为广大农村
老年人养老离家不离村、村中享受天伦之乐提供支撑。

1郾 创办农村养老幸福小院,解决农村老人无人照料问题

农村养老幸福小院改变了政府作为农村养老服务主要提供者的状况,将政府、村委、老年人、市

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进行整合,有助于形成农村养老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通过农村
老人抱团互助养老,实现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有机结合,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的养老困
境。 农村养老幸福小院为老年人提供制度化、规范化的养老服务,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 [18] 。 苏北的一些村庄将农村养老幸福小院与自然村的村级养老服务站点合并在一起,为农村老
人提供一个类似“ 托老所冶 的活动场所。

宿迁市沭阳县探索了一条适合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道路,在老人、妇女留

守问题严重的人口流出地区低成本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沭阳县有位 60 岁的农村留守妇

女,之前在外地做过养老护理员,后来私下利用自家院子照顾难以自理的独居留守老人。
县民政部门本来打算关停这家养老院,但是视察发现这种方式很受留守老人欢迎,就尝试
扶持其发展,在帮助其完成餐饮、消防等适老化和标准化改造后下发了营业执照,并发放
运营补贴。 沭阳县民政局据此印发了《 沭阳县农村“ 日间照料幸福小院冶 实施方案》 进行
规范和推广,幸福小院运营满半年即可获得一次性建设补贴 5 万元,从运营之日起享受每
年 3 万元的运营补贴。 幸福小院要求建设规模小于 300 平方米,留宿照料床位数量不超
过 10 张,必须向民政局申报考察审批后才可建设,建成后纳入养老机构统一管理。 幸福
小院符合农村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和消费能力,满足了农村老年人安土重迁的习惯,也以
平均不超过 1 000 元 / 月的低廉收费适应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条件。 同时幸福小院也解
决了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就业和照顾家人的矛盾。 项目实施半年,沭阳县就初步建成了 10
家幸福小院。

2郾 推广“ 时间银行冶 新模式,鼓励低龄老人参与养老志愿服务

“ 时间银行冶 是由低龄老人和社会组织为高龄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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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新模式,照料者将服务时间记录下来换取时间券( 币) ,作为这些老人年老时接受服务的凭
据 [19] ,体现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推广志愿服务“ 时间银行冶 ,为低龄老人提供继续为社会服务的
平台,有利于实现社区老人老有所为的美好愿景,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
续 [20] 。 通过志愿团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很好地填补了政府和企业管理机构服务人员的不足,有
助于农村基层基础性养老服务的稳定持续性供给。 江苏省各县市的时间银行主要是由养老志愿者
协会承接的。 利用信息化的平台和线下社会化运营站点,高龄老年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单、拨打

24 小时在线服务的专线或者到线下的服务站点让社工代替下单。 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接
单,服务完成后,所获得的时间券( 币) 可以留给自己或者赠予有需要的人。

张家港市于 2020 年依托“ 互联网 + 养老志愿服务冶 平台制定“ 时间银行冶 运行规范,

由养老志愿者协会承接,鼓励 60 ~ 69 周岁低龄老人( 女性放宽至 50 ~ 69 周岁) 为 70 周岁
及以上的高龄困难老人提供养老志愿服务,构建市、镇、村( 社区) 三级管理体系。 张家港
市设立时间银行专项资金,首批资金 48 万用于时间币兑现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和日常运
作,为首批高龄空巢独居老年人赠送每人 100 个时间币。 志愿者挣取时间币,可以留给自
己,也可以赠予有需要的老人。 时间币的限额不超过 1 000 个,多余的时间币可以赠予他
人。 时间币分为专业服务和非专业服务两类,一次非专业服务需要一个时间币,而专业服
务需要两个时间币。

正是由于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在江苏省县、乡镇和村庄各级提供了养老资金和养老服务,才
使得全省多数地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创建得以实现,从而切实健全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满足了老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四、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城乡倒置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社会化养老事业进展缓慢,乡镇
和村级养老服务尤为缺失,需要建立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改变养老服务纵向发展不平衡的局
面。 从江苏省的经验来看,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关键是解决县乡村在养老资金保障和
服务提供方面的难题。 江苏省鼓励和吸引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充分整合利用县乡村各
级养老服务资源,有效保障了养老服务资金和养老服务的提供。 政府财政拨款为农村养老服务提
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政府政策吸引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并
调动农村闲置资源开展互助式养老,创建多元养老服务模式,打造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三
级养老服务网络从纵向来看,在县乡村三级间建立了连接,县级将失能失智特困供养人群集中照
护,以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为轴心向周边乡镇和村庄辐射,通过养老服务站点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等机构使得养老服务延伸到边缘区域的各村;从横向来看,以养老机构为中心进行辐射,连接机构
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联合,在农村社区层面满足大多数老人的
养老需求。 县乡村三级各有分工又可联动,层层向下辐射养老资源和服务,层层向上转介特困老
人,以提升专业资源使用效率。
从全国来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第一,城乡、区域间养老服务发
展不平衡。 养老服务资源相对集中于城市,而农村养老服务资源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
区,用于养老的财政投入有限,养老服务内容单一、质量不高。 第二,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发展滞
后,基础设施条件差,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尤其是乡镇和农村养老服务缺失严重,难以满足农村老人
的养老需求。 第三,老年人受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影响,对机构养老认可度不高,更倾向于选择在家
养老,但是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留守和空巢老人难以得到照顾,甚至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都
无法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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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江苏省的经验来看,应该加强对农村养老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

计,充分整合利用县乡村的养老服务资源,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 指挥棒冶 ,促进农村养老服
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多样化,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断丰富和完善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多层次优化养老服务支持结构,发挥政府、市场和社
会各方力量的作用,坚持分工协作的原则。 首先,中央和省市政府需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将
财政投入有针对性地向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倾斜,加大养老服务资金投入力度,利用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事业、产业,保障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其次,推进县级特困失能人员
集中照护机构建设,发挥政府和机构养老的兜底职能,与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探索医养结合
的有效途径,满足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再次,重点改造升级乡镇级敬老院为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推动线上线下服务同步发展。 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 虚拟养老院冶 在线上将养老服务不
断向下延伸,以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为阵地向外辐射周边多个乡镇的社会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
务等助养服务。 最后,稳步推进农村互助式养老的普及,合理规划村级养老服务站点。 村庄充分整
合阵地资源,利用闲置的房屋资源,因地制宜改建养老服务设施,与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相互配合
协调,在建制村、较大自然村配建有助餐等基本功能的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将养老服务真正落实覆
盖到村级,切实满足老人居家养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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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ng Path of Elder Care Service
Networks at County鄄township鄄village Levels
———Based on Field Studies in Jiangsu Province

ZHANG Yanxia摇 WU Jiabao摇 LIU Yuandong摇 ZHU Qizhen
Abstract摇 While the rural Chines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aging and rural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ore aged,
the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elderly people has been far from well鄄established. There remain many problems. For in鄄

stance,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eldercare service providers have not been clearly clarified,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mismatch between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quality of rural eldercare services has been far from satisfac鄄

tory. Particularly, eldercare services have been unevenly developed in rural China with significant shortage at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In most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county鄄town鄄
ship鄄village integrated eldercare service networks for rural elderly people and improve the rural eldercare service system.

Jiangsu Province, one of the earliest provinces in China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already explored the
path of constructing eldercare service networks at county鄄township鄄village levels by providing public funds, motivating mar鄄

ket secto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be involved in eldercare provision and so on. The rural eldercare service system has

thus to some extent been extended from counties to towns and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by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care

for the extremely poor elderly people at the county level, rebuilding regional eldercare service centers at the township level,
and promoting mutual鄄support eldercare at the village level. Meanwhile, the institutional care, community鄄based care and
home鄄based care for rural elderly people have been integrated at county鄄township鄄village levels in many areas within Jiangsu
Province. Yet there remain numerous challenges in China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rural eldercare service system including
overreliance on governmental funding and insufficient involvement of market secto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ch need a
systematic overall policy design in the future.

Keywords摇 Rural elderly people; County鄄township鄄village integration; Eldercare service networks at county鄄township鄄vil鄄
lage levels; Constructing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