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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聚光镜··关爱老年人 添彩夕阳红①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李明杰

记者： 我省围绕老年人助餐服务做了哪些工
作？ 成效如何？

耿学梅：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社区助餐机构
建设，各地结合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制定
优惠政策。各地结合实际紧盯特殊困难群体，分年
龄进行不同程度的优惠补贴， 如芜湖市户籍年满
60 周岁的散居特困供养老人 、低保对象 、空巢老
人及年满 80 周岁的高龄老人可享受半价优惠。蒙
城县 90 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天县财政补助 8 元
（即免费就餐 ），80-90 岁老年人每人每天县财政
补助 4 元 ，60-80 岁的低保 、特困 、重度残疾人和
计生特扶人员， 由乡镇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补
助标准。二是规范资质控制质量。各地纷纷要求助
餐点运营主体明确食品经营许可证、员工健康证、
餐品价格和对老年人的优惠、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食品安全承诺书、举报电话等上墙公示，同时强化
相关质量监督机制，设置投诉电话等。三是创新运
营模式。各地基本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运
营的模式，积极与连锁餐饮品牌、互联网平台等合
作，提升助餐服务水平。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已建
有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设施 791 个， 其中城市 738
个、农村 53 个。

记者：目前，老年人助餐工作存在哪些难点？社
区养老服务中，助餐供给能否满足老年人需求？

耿学梅：老年人对于食物有更高要求，不仅要
求细、软、有营养，部分老人还需要特殊餐品，现有
助餐服务机构在满足老年人就餐需求方面还存在
提升空间。 各地助餐服务发展不均衡，导致助餐供
给与老年人现有需求有错位。常住人口较多的主城
区老年人对助餐服务需求较大，新建开发区老年人
对于社区助餐服务需求较低。部分农村老年助餐存
在环境卫生不达标、配套设施不齐全、饭菜种类少
等问题；在配送方面相关服务开展较少，配送人员
不足；在上门服务过程中，服务过程相对较长。部分
社区老年食堂基本只能满足身体自理能力较好的
老年人需求，对需求量最大的失能老年人上门类居
家养老服务开展不足。

朱红英：目前，大多数社区食堂、助餐点只能按
照社区用房点位设置，有时候老人就餐不方便。 老
年餐多是套餐形式， 难以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个别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希望提高餐品标准，但
由于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总额限制，且今年以来餐饮
原材料等涨价明显，供应商只能尽力而为，很难做
大的提升。此外，针对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还需
要加强送餐服务。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有些地方的
送餐还做不到及时高效。 饭菜在配送途中变冷，老
年人还需要加热才可食用。

记者：社区食堂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政
府、企业等方面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耿学梅：就政府而言，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大资金投入，提升补贴的精准
性。 鼓励采取“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
点、个人掏一点”的办法，多渠道拓展资金来源。 二
是统筹衔接公共资源。在助餐点食品经营许可证办
理、燃气开通等方面，为助餐点建设运营等开设绿
色通道，做好一站式服务，解决助餐服务机构在申
请开办助餐点过程中的现实难题。 对助餐点在水、
电、气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并协助解决场地、治安、
卫生、办照、免税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三是健全监督
管理机制，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助餐点设施、服
务、管理、食品价格、信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制
定并公布助餐点指导价格，每月或每季度定期进行
监督检查。 四是充分调动慈善力量。 整合激活慈善
资源，鼓励社区居民、低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通
过积分兑换、精神奖励等方式达到激励作用，形成
互帮互助良好氛围，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缓解人
力资源短缺问题。 五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鼓
励知名餐饮连锁品牌参与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朱红英： 政府要始终坚持把社区食堂作为重
点民生工程， 在合理范围内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
力度，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老年人能享受到高
质量的助餐服务。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要积极对
接社区食堂经营方，指导并协助经营方开展工作，
可以发动辖区党员、楼片长等力量协助做好宣传，
提升群众知晓度。此外，社区食堂经营方要严格按
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严格标准，规范操作，保
障饭菜质量，稳控用餐价格，确保食品安全，提升
服务质量。

当前，社区助餐供给能否满足
老年人需求？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
题， 相关方面还要做好哪些工作，
未来如何引导发展？记者对话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和省人大代表———

为老年人提供
高质量助餐服务

对话人：省民政厅副厅长 耿学梅

省人大代表 朱红英

聚力守护“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 韩小乔

年岁大了，体力弱了，买菜做饭成为部分
老年人的负担。 对于无法自己动手做饭的老
年人而言，点外卖不是长久之计，价格贵还不
符合口味。 社区助餐服务应运而生，不仅解决
了老年人特别是空巢、留守、独居老年群体吃
饭难问题，也提供了相互交流、融入社会的新
平台。 一些老年人在社区食堂就餐时唠唠家
常、聊天解闷，一些社工借着给独居老人送餐
上门的机会，了解近况并提供帮助。

从老年食堂、老年餐桌到老年助餐点、送
餐入户服务， 社区助餐服务形式越来越多样
化，但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缺资金、少场地、
难管理、成本高等问题，有的甚至难以为继。
如何让社区助餐形成稳定成熟的运营模式，
决定了老年餐桌的丰富程度和长久度。 不仅
需要政府大力支持， 给予基本养老服务对象
就餐补贴、养老助餐点运营补贴，也要鼓励社
会资本投入，多元拓展养老助餐市场，实现自
我“造血”。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营、
群众欢迎的方式，统筹协调各方资源，让每一

个生活细节、每一个日常难题，都能找到专业
的市场主体来承接， 促进社区助餐服务可持
续发展。

“一日三餐”的细微之处，往往折射着社
区服务的水平。 让老年人吃饱， 更要让其吃
好。 饭菜品类是否丰富，价格是否合理，食堂
是否干净卫生安全，送餐是否快速及时，都直
接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 不同年龄
段、不同口味、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对餐饮的
需求不同，可以在标准科学规范化的同时，提
供因人而异的定制服务。 一些社区针对老人

慢性病者较多的情况，推出了糖尿病餐、低嘌
呤餐 、降 “三高 ”养生餐等健康饮食 ，受到好
评。 一些老年助餐点尝试引入智能炒菜机、自
助结账机等智能化设备，减少人力投入，增强
对客群吸引力。 助餐服务企业应在食材供应、
厨师选择、物流供应链上要下功夫，进一步细
分市场，优化产品研发、优化送餐路线，提供
性价比高的餐饮和服务。

每一个社区居民的需求都值得被重视 、
被满足 。 扩大群众家门口的基础性服务供
给，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 随着老年化趋
势加剧，社区养老助餐已不是一个“做不做”
的问题 ，而是一个 “如何做得更好 ”的问题 。
期待着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用心做好这
件暖胃又暖心的事情 ，共同守护 “舌尖上的
幸福晚年”。

社区助餐

如何让老年人吃上“暖心饭”？

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当下，老年群众在日常生活、文化娱乐、

社会融入等方面，存在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怎样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助力老年

人享受有品质、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从今天起，本版推出“关爱老年人 添彩夕阳红”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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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我省近年

来大力推进老年助餐工作。 但在实际推进

中， 助餐机构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

自身难以盈利等问题，成为当前助餐服务

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马鞍山市雨

山区翡翠园老年

人助餐中心，老人
正在排队打饭。

本报通讯员

陈波 摄

·得失谈·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李明杰

“我本来就不会做饭，上了
年纪后，更没法做饭”

———老年人吃饭难， 助餐
服务成刚需

一日三餐，看似很好解决。 但对于不少老
年人来说，却是个大难题。 今年 89 岁的宋炎东
老人，过去为了一顿午饭，常常要坐一个多小
时的公交。

宋炎东是中科大退休职工，一个人住在合
肥市蜀山区龙居社区中央美域小区。 独居生
活，吃饭是个麻烦事。 “我本来就不会做饭，上
了年纪后，更没法做饭。 ”宋炎东已经难以应付
退休后自个儿做饭这个“大工程”。

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宋炎东开启了一场
“午饭的旅程”。 他每天上午快到 11 点时，坐公
交车到科大校园食堂吃饭，然后再打包一些包
子、馒头，当作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 宋炎东觉
得，吃饭是个辛苦的体力活，尤其是年龄越来
越大，每天一两个小时的公交，无异于一场艰
难的跋涉。

2019 年 12 月， 宋炎东终于不用坐公交去
吃饭了。 在小区东门外，开了一家社区食堂，他
只需走几步路，就能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3 月
23 日中午， 宋炎东照例在食堂要了一份老年
餐：一荤三素四个菜，一碗汤，饭随便吃，餐费 5
元。 “套餐原价 15 元，老年人刷卡消费按年龄

段享受优惠，60 岁以上 10 元，70 岁以上 8 元，
80岁以上只要 5 元。 ”社区食堂承接方安徽徽
杨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大海说。

老有所养，吃饭算一桩。 老年人尤其是那
些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帮助他们吃得上饭、
吃得好饭，是当前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我们曾对全区 5 万多老人做过摸底调
查 ， 发现 93.7%的老人对助餐服务有迫切需
求。 ”马鞍山市雨山区民政局养老办主任陶彩
云介绍。

马鞍山市雨山区翡翠园小区居民张奶奶
对吃饭难深有体会。 此前为图省事， 馒头、稀
饭、面条一直是张奶奶食谱上的“主角”。 长期
“简餐”，营养不均衡，导致张奶奶出现了肌肉
萎缩、牙龈出血等症状。 2020 年 9 月，翡翠园老
年人助餐中心开业，张奶奶吃上了营养的老年
餐，症状才有所改善。 现在，她已是助餐中心的
常客。

“合同一到期，我们就撤出
来了，实在经营不下去”

———成本高收益低， 持续
经营遇难题

正是看到了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 我省
近年来大力推进老年助餐工作。 相关统计显
示 ，截至 2021 年底 ，全省已建有社区老年助
餐服务设施 791 个， 其中城市 738 个、 农村
53 个。 城市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设施中 ，建有
老年食堂 234 个（覆盖 99 个街道），社区老年

助餐点 504 个。 在 16 个市中，合肥市老年助
餐服务设施数量最多 ， 共建有老年食堂 76
个、助餐点 217 个。

但在实际推进中，老年助餐工作存在不少
难题，首要的便是运营方盈利难。 “食堂每月租
金 2400 元，人员工资 2 万多元，老年套餐的收
益，根本不够成本。 ”杨大海告诉记者，按照要
求，老年助餐服务坚持普惠公益为先，价格低
廉，但房租、装修改造、人工费、厨卫器材采购
维修费、燃气水电费等支出较大。 “政府给了 5
万元的建设补贴， 帮我们协调减免了半年房
租，但持续经营我们还是有很大压力。 ”杨大海
坦言。

流量与消费习惯，也是影响助餐服务能否
可持续的重要因素。 在合肥市庐阳区，处在中
心城区的三孝口 、逍遥津 、亳州路 、双岗等街
道，老年人口较为密集，并具备一定的消费能
力，助餐设施运营良好。 安徽刘鸿盛餐饮有限
公司依托其宿州路上的一家门店，开辟了老年
人助餐专区，该门店店长储良柱介绍，单纯的
老年助餐业务，现在依然是亏损。 “但老年人来
门店就餐，带来了流量，扩大了宣传，对门店的
经营是有利的。 ”

不过同为刘鸿盛承接运营的大杨镇五里
拐社区助餐点， 虽然享受的补贴政策相同，但
该社区老年人口仅 500 余人， 且多为失地农
民，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助餐服务需求较低，日
均到助餐点用餐人数不到 10 人。 “合同一到
期，我们就撤出来了，实在经营不下去。 ”储良
柱说。

记者采访发现，因为难以为继，一些社区
食堂不得不关停。 合肥市一位街道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2018 年，合肥市实施社区居家养老
“助餐工程 ”三年行动计划 ，街道下面每个社
区都建了老年食堂。 “不过由于无法盈利，再
加上疫情冲击， 这两年陆续关门了两三家社
区食堂。 ”

“让食堂运转下去，才能保
障老年人助餐服务不断档”

———强扶持优布局， 创新
模式提质效

社区食堂难盈利， 服务质量就难以保障。
老年人吃不到营养可口的饭菜，自然就会对助
餐服务失去信心。 业内人士建议，避免老年助
餐服务陷入这类死循环， 政府需要发挥作用，

创新扶持政策，引导、规范助餐服务市场健康
可持续发展。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各地对老年助餐都
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但补贴力度有限。 有
的地方，按照 1 元/餐的标准，向助餐机构发放
补贴， 实际上这远远不能平衡机构的让利额
度。 为了维持运营，去年，龙居社区食堂做起了
牛肉汤的生意，拓展盈利空间。 “让食堂运转下
去，才能保障老年人助餐服务不断档。 ”杨大海
表示。

在陶彩云看来， 老年助餐是养老事业的一
个环节，提升老年助餐服务水平和质量，还需从
推动养老服务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她
告诉记者，在扶持市场主体方面，马鞍山市雨山
区采取“一揽子”扶持的方式，招标引进养老服
务机构， 承接运营社区助餐、 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等多个项目，助力其通过
规模化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有效推动地
方养老服务事业综合发展。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安徽众拓智慧养老
产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参与雨山区的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 投资 1000 万元建设了翡翠园养
老服务平台，可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日间照料、
健身康复等多项服务。 “平台的中央厨房能够
给辖区的 15 个日照中心和 20 家助餐点发送
服务需求，每天的助餐量为 900 多份，另送餐
量达 180 份。 ”公司负责人陈波介绍，助餐量虽
然不少，但实际仍未盈利。 “不过，其他项目的
收益可以反哺助餐业务，这样我们就能够保质
保量地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陈波说。

“根据目前文件要求，助餐设施要实现社区
全覆盖。 由于各街道、社区老年人口分布的差异
较大， 按社区布点建设助餐设施会造成供需错
位情况，导致运营状况差异化明显。 ” 合肥市庐
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刘庆春建议， 应优
化当前的养老助餐设施布局， 根据老年人助餐
需求的实际布点建设，避免资源浪费。

题图：3 月 24 日中午， 合肥市庐阳区逍遥
津街道一处社区食堂，老人正在用餐。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李明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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