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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质量缺口大

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孟楷，
最近正在给65岁的母亲寻找养老院。

“我们夫妻俩工作太忙，母亲身
体不太好，她自己也想找一个靠谱的
养老机构住下来。”孟楷说，他利用
周末的时间考察了不少养老机构，但
想找到条件优渥、价格合理的养老机
构并不容易。

孟楷的母亲是中国 1.7 亿老年人
中的一个。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1.7亿，其
中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约有 4000 万
人。在我国“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中，养老机构是老年人社会
化养老的重要方式。尤其是随着老人

“空巢化”的加速，机构养老的作用将
会越来越大。因此，养老机构的服务质
量关系着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

在数量方面，截至 2018 年底，
我国注册登记养老机构已达 2.98 万
个，机构床位 392.8 万张。预计到
2020年，我国养老床位需求数达750
万张，需求养老机构数约 4.8 万个。
现阶段，养老机构的数量和服务能力
还有不小的缺口，即便是在财力较为
雄厚的一线城市，床位紧张也是普遍

现象。
在质量方面，由于缺乏全国性的

统一标准，养老机构质量建设缺乏规
范化引导，社会对养老机构的质量评
价也缺乏依据。因此，此次发布的养
老机构评定“国标”可谓恰逢其时。

五星养老院入住率要过半

与星级酒店的评级标准类似，根
据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养
老机构的评定也被划分为一级至五
级。级别越高，表示该养老机构在环
境、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方面
的综合能力越强。养老机构申请等级
评定需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包括具
备有效执业证明、一年内无责任事故
发生等。

在具体评定内容上，标准设置了
40 个不同分值的打分项，如交通便
捷度、院内无障碍、出入院服务、居
家上门服务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出台的标准对于不同等级养老机构的
入住率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五
级养老机构入住率应超过50%，此外
还应提供康复服务、教育服务、居家
上门服务等。

孟楷说，有了星级评价标准，对
养老院的选择就更有针对性了。“之
前我比较担心养老机构对外展示的和

内部实际情况不一样，以后有了星
级，就可以根据养老院的服务内容和
质量、价格等标准为老人挑选了。”
他说。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李邦华处长此
前表示，标准的设立“有一个统一的
尺子衡量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同
时，设置5个级别并不意味着鼓励所
有的养老机构都去做五星级，而是要
追求差异化的发展，做自己适合的等
级就可以了。

推动优胜劣汰良性竞争

专家及业内人士认为，养老机构
等级划分与评定，有望推动养老机构
的优胜劣汰和良性竞争。

山东省某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为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宝贵机遇。
目前，养老机构市场存在着公办机
构床位难求、民办机构床位空缺的
难题。实现标准评价后，有望帮助
化解民众对民办医疗机构不信任的
问题，鼓励更多老人选择优质的民办
养老机构。

也有养老机构表示，等级评定的
有效期为3年，意味着养老院的评级
不是一劳永逸的。标准的出台让老人
和儿女对养老机构的软硬件水平有较

为清晰的判断，同时也可以促使养老
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业内人士指出，解决养老供需
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应做好政策引
导和扶持。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
见》中明确，要充分发挥公办和公建
民营养老机构的兜底保障作用，放宽
行业准入门槛，明确取消养老机构设
立许可。

据悉，目前养老机构等级国家标
准还是推荐性标准。下一步，相关部
门将研究制定确保养老机构基本服务
质量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等级管理应成长效机制

根据规划，我国将力争在省域范
围创建一批五星级养老机构、在市域
范围创建一批四星或三星级养老机
构、在县域范围创建一批二星级养老
机构，发挥等级评定示范效应，推动
形成养老机构等级管理长效机制。

此前，已有部分省市启动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的星级评定工作。今年1
月，北京市对全市的养老机构开放评
级申请，其中申请三星级 （含） 以上
的养老机构，须参照国家和本市养老

机构服务相关标准，建立适用于本机
构的、较完善的服务业标准体系，且
有效运行6个月以上。

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养
老机构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有所不
同、衔接不够。受访养老机构的负责
人认为，此次国家标准更侧重于服
务，而地方标准则更注重硬件建设。

有关专家建议，该标准在实施过
程中，应重点明确养老服务监管责
任，依法依规制定权力和责任清单，
进一步规范养老机构的标准，提升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推动养老服务行业
健康发展。

哪些药品可以进入医保药品
目录？如何解决合理用药的问
题？医保报销比例如何更加科学
地确定？近日，《中国药物经济学
评 价 指 南 （2019 版） 》 在 京 发
布，这将为我国进一步提高医保
政策的正确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为了规范中国的药物经济学
研究，更好发挥其对医药卫生科
学决策的指导，制定中国药物经
济学评价指南至关重要。在中国
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牵
头 下 ， 2018 年 5 月 ， 国 内 外 高
校、科研机构以及医药卫生行业
的专家学者组成了近 50人的课题
组，启动了《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
指南（2019 版）》的全面修订工作。
经过课题组成员一年的通力合作
和多轮讨论，新版指南终于出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医改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
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刘国恩主
委表示，在新版指南中，若干章
节进行了更新和增添，如新增了

“贴现”章节，丰富了模型分析
等，同时首次推出了中英文双语
版本，为国内外读者的应用和交
流提供了有效平台。

药物治疗在当前中国医疗临
床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国
家有关决策部门越来越明确药物
经济学评价在基本卫生制度、全
民医保制度、国家基本药物政策
中的重要作用。2019 年，国家医
疗保障局发布 《2019 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其中明
确指出，“对同类药品按照药物经

济学原则进行比较，优先选择有
充分证据证明其临床必需、安全
有效、价格合理的品种”。同时，
在国家医保目录进行的系统调整
和修订过程中，国家医保局还聘
请了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相关评
审工作。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的药物
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还

没有系统性或强制性地应用于
中国医药卫生决策过程，但总
体呈现快速上升和发展的良好
趋势。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
下，如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医疗服务的需要和对美好
健康生活的追求，药物经济学
的成本效益评价必将发挥越来
越关键的科学支撑作用。

新版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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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
研究和评估药物治疗的成本与效果及其关系的边
缘学科，其研究能够为临床合理用药、药品资源
的优化配置、新药的研制与开发、临床药学服
务、药政管理和医疗保险等提供决策依据，其在
医院、政府部门及制药企业制定相关政策中所起
的作用也在日益加强。通俗地说，药物经济学的
研究旨在指导我们如何花最少的资源，研发并使
用最具成本效益的药品。

药物经济学是什么？

养老机构评级“国标”实施

选养老院，先看“星级”
本报记者 刘 峣

就像挑选星级酒店一样，未来，选择养老院也可以
参考星级标准了。

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国
标”——《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正式实施，近3
万家养老机构将迎来一次“星级”大考。

业内人士认为，评定标准的发布填补了以往的空
白，既能够引导养老机构规范发展、提升服务，也能够
为消费者选择养老机构提供参考。

近日，一场名为“给你夏天的色彩”彩虹跑活动在贵州省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万峰林景区西南广场举行。活动吸引当地
市民和游人约500人一起跑步，在奔跑中感受快乐，倡导健康的生
活方式。 刘朝富摄 （人民视觉）

彩虹跑 健康行彩虹跑 健康行

据新华社电 进入暑期，每当
夜幕降临，河北省黄骅市黄骅镇的

“常庄体育场”就热闹起来。附近村
民纷纷走出家门，老人们围着塑胶
跑道散步、聊天，年轻人踢足球、
打篮球，孩子们围在一起追逐嬉戏。

“别看这里现在这么好，过去却
是一片土操场，没什么人来，附近
村民也没有什么健身去处。”黄骅镇
常庄联校校长王作良说，这样的改
变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2015 年 当 地 政 府 在 “ 美 丽 乡
村”建设中，投资 300万元对原有土
操场进行改造，新建了 200米塑胶跑
道、2 个篮球场、2 个羽毛球场、1 个

足球场，面积共7000平方米。
此后当地有关部门调研发现，

像这样让学校把运动区域和教学区
域隔开，运动区域全天候免费向社
会开放，体育场能提高利用率，真
正成为城乡居民的健身好去处。为
此黄骅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共享
体育场建设。

建设中，有关部门对城区所有
老学校的体育场进行调查，把原来
封闭的、通过改造后能共享的体育
场重新调整规划，破墙拆栏并进行标
准化升级改造。此外，还将学校共享
体育场纳入新建、改建学校的总体设
计规划，列入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议

审核把关，重点对体育场的设计是否
与社会共享进行一票否决。

现如今走在黄骅街头，写有
“某某村体育场”“某某学校体育
场”的一个个蓝色标识非常醒目，
总能让外地人好奇。

黄骅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体育
科科长胡永山介绍，近年来黄骅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共享体育场 10 个

（城区5个、乡镇5个），惠及师生和
周边群众近 7 万人，正在实施、谋
划建设和待开放的共享体育场 11
个，全部建成后黄骅将拥有共享体
育场面积 40多万平方米，惠及学生
和群众20万人。

共享体育场引领健身新气象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春晖养老康复医疗中心康复师指导老人进行智力训练。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春晖养老康复医疗中心康复师指导老人进行智力训练。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