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提出，2025 年底前，全省口腔医疗资源供给和口腔
专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 人群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大幅提
升，口腔健康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2025年底前，省口腔医院、合肥市口腔医院达到三级甲等医院标准，16个
市均设立公立口腔专科医院，30%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在 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县
各设立 1所公立口腔专科医院；二级综合医院全部单独设置口腔科，二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牙椅数较 2021年增加 20%。全省牙椅数达到 16000张，其中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牙椅占比达到 30%以上。 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0%的服务人口
超过 2万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口腔医师，每万人口口腔执业（助理）医师数达
到 1.8人，医护比达到 1∶1.1。 6-9岁人群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 85%以上。

安心托幼
助解“后顾之忧”

《安心托幼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年，全省总托位数达 28.4
万个，千人口托位数达 4.6个，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其
中，2022年新增托位数 5.4万个，2023年新增托位数 6.8万个。

到 2025 年，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9.9 万个，公办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 7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不低于 90%，学前教
育“大班额”基本消除，形成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
其中，2022年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4万个， 无证幼儿园全面消
除；2023年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2万个。

到 2025 年，幼儿园延时服务体系基本完善，服务质量明显
提升。 其中，2022 年秋季学期， 幼儿园延时服务实现全覆盖；
2023年春季学期，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幼儿全覆盖，家长按时“接
娃难”问题基本解决。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2022 年底，全省建成城市老年食堂、老
年助餐点不少于 3200 个，农村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不少于 2850 个，引导
市场主体参与助餐服务, 助餐服务供给能力满足不少于 200 万老年人的就
餐服务需求。

2023 年,在稳定满足不少于 200 万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的前提下，考虑
老龄化进程和助餐需求增加, 新增城市老年食堂、 老年助餐点不少于 1000
个，新增农村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不少于 1500 个,进一步引导更多市场主
体参与助餐服务,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更加便利。

2025 年底，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多元主体参与的
老年助餐服务网络，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日前 ， 我省出台 “暖民心行动方
案 ”， 其中一项为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
方案》。 此次出台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有
何背景 ？ 围绕助餐工作提出哪些有针
对性的举措？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就此
进行解读。

顺应民生需求，探索老年
助餐服务建设

老年助餐服务是关系老年人切身利
益的民生实事， 也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趋
势加剧，老年人特别是空巢、留守、独居
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日益凸显。 我省
各地纷纷推进老年助餐设施建设、 开展
老年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吃上“暖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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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省民政厅会同省委政策
研究室等组成 4 个调研组，分赴合肥、亳
州、蚌埠、芜湖、铜陵等市开展实地调研，
了解掌握全省城乡老年助餐服务推进现
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各地结合实际兴建了一批助餐服
务设施， 与不少餐饮企业合作为老年人
提供了‘暖心’的就餐服务，取得一定成
效。助餐服务在老年群体中反映强烈，颇
受欢迎。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各
地结合实际在优惠政策、资质控制质量、
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一定探索。 如老年
就餐优惠上，各地对户籍年满 60 周岁的
散居特困供养老人、 低保对象、 空巢老
人，以及年满 80 周岁的高龄老人提供半
价优惠；规范资质控制质量上，蒙城县城
关街道实行统一车辆、统一配餐制，协助
配送三轮车办理通行证， 每个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均配备厨房专用加热设
备，设立投诉电话，方便老人第一时间反
映服务质量；创新运营模式上，合肥市社
区食堂 （助餐点） 主要采取公办民营形
式，政府免租金提供场地，委托社会组织
全面运营，财政给予一定资金补贴等。

有成效，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当
前， 我省老年助餐服务主要存在三大问
题：一是建设运营成本高。社区老年食堂
（助餐点）在建设初期改造、装修、购买设
备资金投入较多， 后期运营成本高。 同
时，囿于菜品价格制约、人工成本较高、
市场不被看好等因素，社区老年食堂（助
餐点）“造血”能力不足，仅靠政府“输血”
维持，导致收益率普遍较低，大多数处于
长期亏损的状态；二是服务发展不平衡。
不同老年群体对助餐服务的需求与服务
供给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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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针对有送餐上门需求的老年人， 配送
服务存在短板等问题； 三是运营监管欠
规范。 大部分社区老年食堂（助餐点）尚
未制定统一、规范的食材采购、制作、分
餐、配送制度，食堂采购、记账多指派一
人完成，资金使用、收支科目公示制度不
完善，运营缺乏有效监管等。

提升服务质量，推进行动
方案落地生根

开展老年人助餐服务， 是一项不折
不扣的民生工程。 为做好老年助餐服务
工作，今年 3 月，省民政厅就出台了《老
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并以附录形式下
发 《老年助餐服务食品安全工作指引》
《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要求》《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指引》，旨
在提升全省老年助餐服务水平， 更好地
满足老年人高品质助餐服务需求。

此次出台的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
案》，亦是在此前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而成，提出了切实的目标任务、有针对性
的改进行动措施， 同时明确了任务和分
工。 在目标任务上，我省明确，到 2022 年
底，全省建成城市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
不少于 3200 个，农村老年食堂、老年助
餐点不少于 2850 个，引导市场主体参与
助餐服务， 助餐服务供给能力满足不少
于 200 万老年人的就餐服务需求。 2023
年,在稳定满足不少于 200 万老年人助餐
服务需求的前提下,考虑老龄化进程和助
餐需求增加，新增城市老年食堂、老年助
餐点不少于 1000 个， 新增农村老年食
堂、老年助餐点不少于 1500 个，进一步
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助餐服务,实现老
年助餐服务更加便利。 2025 年底，全面
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多
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老年

人助餐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聚焦目标任务， 在加强老年助餐服
务设施建设、优化老年服务设施布局、扩
大老年助餐服务供给的同时， 也需要考
虑服务质量的提升，精准对接不同区域、
不同特点的老年群体就餐需求。 此次《老
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 很好回应了当前
老年助餐服务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比
如考虑到老年助餐服务均衡覆盖以及老
年人送餐需求的问题，《老年助餐服务行
动方案》综合考虑辖区老年人口规模、就
餐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合理布局老年
助餐服务设施， 依托现有的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配建的养老服
务设施等存量设施资源,通过新建、改建、
整合等方式， 推出一批标准化的老年食
堂、老年助餐点；强调创新老年助餐服务
配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与互联
网生活服务平台公司和其他市场化物
流公司合作，利用其物流网络为老年
人送餐 ,同时鼓励发挥乡镇 （街道 ）
社会工作站、社区社会组织、社工
组织、志愿服务组织 、物业服务
企业作用， 为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等。

加强政策扶持，打
造老年助餐服务合力

在支持老年助餐服务建
设和运营上，《老年助餐服务
行动方案》 也有针对性举措。
比如，强调“个人出一点、企业
让一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
点、志愿做一点”的多方支持方
式，拓宽资金保障渠道。建设补助
上，省级财政通过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奖补专项资金对新建老年食堂 、
老年助餐点原则上按照 10 万元、3 万

元补助标准予以一次性建设补助， 不足
部分由市、县（市、区）分担。 同时，各地可
通过协议方式， 根据运营企业建设成本
给予适当补助；运营支持上，各地可根据
服务人次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或综合奖
补， 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落
实税费减免政策，并在场地、租金以及水
电气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优惠。

同时， 老年人的食品安全在助餐服
务中尤为重要。 对此，《老年助餐服务行
动方案 》提出 ，制定老年助餐服务区规
范和标准，发布工作指引。 老年助餐服
务机构严格落实“六公示”制度，将食品
经营许可证 、健康证 、收费价格以及对
老年人的优惠、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
品安全承诺书、服务（投诉）电话上墙公
示。 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相关培训，推进
服务标准化。 同时，民政、市场监管部门
将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加强日常监管 ,
并建立老年助餐服务供应商动态调整
机制 ,以老年人满意度为核心评估指标 ,
定期对老年助餐服务价格和质量进行
评估，适时调整供应商。

“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设是构建多
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 做好老
年人助餐配餐服务工作， 需要政府、社
会、市场共同努力。 ”上述负责人表示，民
政部门将按照重点任务分工， 加强与相
关部门协同发力，切实让“老年助餐服务
行动方案”落地生根，暖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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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年人吃好“暖心饭”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牙疼就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第四
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
国高达 97%的成人遭受口腔问题困扰。
97%的成人患有牙结石，88%的成人患有
龋齿，85%的成人有牙龈问题。 补牙是口
腔医疗排名第一的消费项目。

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看病难，看
病贵”得到明显缓解，但群众看牙病仍然
有些闹心。 目前医保政策仅针对部分口
腔疾病治疗和手术进行报销， 群众一部
分口腔治疗项目就医负担较重。 以种牙
为例， 各医疗机构对同材质种植牙收费
不一 。 平均一颗种植牙治疗费用大约
6000~20000 元不等，各种种植牙材料质
量参差不齐。 不久前，“第一批‘90 后’已
经因为看牙破产了”的话题，还登上网络
社交平台热搜。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解决口
腔疾病需求日益增加。 日前，我省部署推
出暖民心行动，其中的健康口腔行动是落
实《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 年）》
和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目标要
求、切实维护群众口腔健康的重要举措。

到 2025年底前，口腔健康
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底前， 全省口腔医疗资源供给和口腔
专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 人群口腔健康
素养水平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大幅提升，
口腔健康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其中，阶段目标为：2022 年底前，至
少 4 个市设立公立口腔专科医院； 已设
口腔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含中医
院，下同）牙椅数较上一年增加 5%，85%

的二级综合医院单独设置口腔科。 6—9
岁人群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达到 80%。
纳入集采的口腔种植体系统耗材价格下
降 30%以上。

2025 年底前，省口腔医院、合肥市口
腔医院达到三级甲等医院标准，16 个市
均设立公立口腔专科医院 ，30%达到三
级以上标准； 在 8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县
各设立 1 所公立口腔专科医院； 二级综
合医院全部单独设置口腔科， 二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牙椅数较 2021 年增加 20%。
全省牙椅数达到 16000 张， 其中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牙椅占比达到 30%以上 。
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0%的服务人
口超过 2 万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口腔
医师，每万人口口腔执业（助理）医师数
达到 1.8 人，医护比达到 1∶1.1。6—9 岁人
群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达到 85%以上。

加大医保支持力度，优化
群众就医流程

行动方案提出具体工作措施：

加强口腔预防保健。加强儿童口腔
健康管理， 开展 6—9 岁学龄儿童第一
恒磨牙窝沟封闭 、3—6 岁学龄前儿童
局部涂氟等公益活动 ,到 2025 年 ，项目
覆盖 28%的适龄儿童 。 健全牙病预防
体系，到 2024 年底前，基本健全省市县
三级牙病防治中心和口腔卫生中心。推
广健康口腔进校园活动，幼儿园和小学
每年享受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2 次，中学
每年享受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1 次，2022
年秋季学期启动 ，2023 年 6 月底前基
本覆盖。

扩大医保支付范围，对标沪苏浙口
腔类医疗服务项目，将目前我省医保不
予支付但沪苏浙医保可支付的口腔类
医疗服务项目 ， 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
围。开展口腔种植体系统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 ，2022 年底前 ，纳入集采的口腔种
植体系统耗材价格下降 30%以上 。 动
态调整口腔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提升群众诊疗便捷度 ，2023 年底
前 ，公立口腔医院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
院口腔科均开设午间门诊、 晚间门诊，

实施“无假日”门诊。 患者初诊后，复诊
可直接在医生工作站预约，减少等待时
间。 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化诊疗流
程 ，为患者提供智能导医分诊 、就诊提
醒、检查检验结果查询、移动支付、椅旁
结算等线上便捷服务。

扩大口腔医疗资源供给。2025 年底
前 ，省口腔医院 、合肥市口腔医院达到
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成蚌埠医学院附
属口腔医院 、 皖南医学院附属口腔医
院、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口腔医
院 ；8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县均建成 1 所
公立口腔专科医院。

培养口腔专业人员。 2025 年底前，
每万人口口腔执业 （助理 ）医师数达到
1.8 人，医护比达到 1 ∶1.1。 推广适宜技
术项目 ，2022 年底前 ，推广现代根管治
疗等 7 项适宜技术 ；2025 年底前 ，每年
推广口腔适宜技术不少于 5 项。

加强行业监督管理。 根据国家层面
统一部署 ， 适时实行口腔诊所备案管
理 。 2022 年起 ，开展 “诱导消费 ”、过度
诊疗等社会反映强烈的不规范口腔诊
疗行为专项整治，依法规范口腔诊疗服
务行为。每年度开展社会办口腔医疗机
构质控督察。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
书记王润玲表示，行动方案基于口腔疾
病防治现状和工作要求 ， 明确了 2025
年总体目标和 8 个可量化的工作指标，
提出 6 项 14 条具体工作措施 ， 并从完
善规划体系、加大投入力度和实施定向
培养三方面提出了支持措施。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 ，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发力 ，
着力消除城乡居民看口腔疾病的烦难，
将为安徽老百姓口腔健康提供更好的
公共卫生服务。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学费低、办园质量高，一直是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
代表。 近年来，我省各地把大力发展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作为缓解学前教
育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截至 2021 年底，我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5.5%、普
惠性幼儿园占比 88%、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3.8%，较“十三五”初分别提高
11.2 个、24.2 个、15.3 个百分点， 比 2021 年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7.4 个、
0.2 个、1.9 个百分点，取得长足进步。

但随着三孩政策实施， 普惠性资源区域性、 结构性短缺的矛盾依然存
在。目前仍存在婴幼儿“托育难”、公办园“入园难”和家长按时“接娃难”等问
题，与人民群众期待还存在不小差距。近日，为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我省出
台《安心托幼行动方案》，明确了下一步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落实举措。

明确目标任务，
到 2025年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我省提出，到 2025 年，全省总托位数达 28.4
万个，千人口托位数达 4.6 个 ，婴幼儿托育服务
体系基本形成。 其中，2022 年新增托位数 5.4
万个 ，2023 年新增托位数 6.8 万个 。 到
2025 年，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9.9 万个，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70%以上，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不低于 90%， 学前
教育“大班额”基本消除，形成以普惠
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 。 其中 ，
2022 年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4 万
个，无证幼儿园全面消除；2023 年新
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2 万个。 到 2025
年，幼儿园延时服务体系基本完善，
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其中，2022 年
秋季学期， 幼儿园延时服务实现全
覆盖；2023 年春季学期，努力实现有
需要的幼儿全覆盖，家长按时“接娃
难”问题基本解决。

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优
化幼儿园布局

《安心托幼行动方案》提出了具体举措：
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建设普惠托育服务

机构，补齐配全小区托位，多渠道提供托育服务，推
进托幼一体化建设。稳步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优

化幼儿园布局，补足配齐公办幼儿园学位，支持民办幼儿
园普惠发展。 全面提供幼儿园延时服务。 保障延时服务时间，

提升延时服务质量。
省级财政按照每个普惠托位 1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各地对公办托育

服务机构，按照不低于 600 元每生每年标准给予补贴；对民办普惠托育服务
机构，按照不低于 400 元每生每年标准给予补贴。 逐步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
入水平，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不低于 600 元每生每年，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不低于 400 元每生每年。 对提供延时服务的幼儿
园按 300 元每生每年标准补贴。 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目标任务完成较
好的市县，在分配教育督导评价奖励补助资金时予以激励。

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参照公办幼儿园收费进行管理。 非营利性民办
托育服务机构收费管理形式由市级人民政府确定， 营利性民办托育机构收
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明码标价。 出台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政策，合理
核定办园成本，明确收费标准，坚决遏制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 综合考
虑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和办园成本等因素，动态调整公办幼儿园、
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将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延时服
务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制定幼儿园延时服务收费政策。

托育机构按照设置标准合理配备照护服务人员。 进一步深化完善公办
幼儿园教职工管理团队编制保障办法。 指导督促幼儿园等用人单位落实最
低工资标准制度，制定幼儿园延时服务参与人员补助办法，完善托育服务从
业人员薪酬制度。 非营利性幼儿园、托育服务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
录》的，可采取划拨方式予以保障。 对托育等社区家庭服务业落实税费优惠
政策， 对取得非营利性组织免税资格的托育机构符合条件的收入免征企业
所得税。 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幼儿园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执行居民生活
类价格政策。

不断扩大供给，破解“托育难”“入园难”“接娃难”

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邵曙光表示，破解“托育难”“入园难”“接娃难”的
关键是不断扩大供给。 如 2022 年至 2025 年，各市每年要建成 2 至 3 个示
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各县(市、区)每年至少建成 1 个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到
2025 年，各县(市、区)公办独立托育服务机构不少于 1 个。城市新建城区、新
建居住(小)区，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10 个托位标准建设托育服务设施，与
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到 2025 年，老旧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小)区，
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8 个托位标准补齐托育
服务设施。

各地还要结合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学前教育“大班额”情况和各地实际，
及时修订居住(小)区人口配套学位标准。 实施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在公办幼儿
园学位不足的地区，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鼓励政府收购民办幼儿园
办成公办幼儿园等方式，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 通过奖补等方式扩大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面。 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吸引力。

幼儿园延时服务这一块，既要保障时间，又要提升质量。 要结合现有资
源和家长需求，“一园一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遵循教育规律和幼儿成长规
律，提供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服务活动。

健康口腔，带来更好“胃口”

55月 1188日，， 在全椒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老
年食堂，，老人们正在享用午餐。。 今年，，该县计划
建成 1133个老年社区食堂（（助餐点））。。

本报通讯员 沈果 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