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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中山市各组团医养发展规划表 
 

 中心组团 东部组团 东北部组团 西北部组团 南部组团 合计 

老年人口 9.5 万人 1.8 万人 4.2 万人 9.7 万人 2.6 万人 27.8 万人 

其中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 1.4 万人 0.27 万人 0.63 万人 1.45 万人 0.39 万人 4.14 万人 

养老机构 5 个 3 个 3 个 7 个 4 个 22 家 

养老机构床位 2402 张 451 张 658 张 631 张 494 张 4636 张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个 8 个 7 个 25 个 16 个 80 个 

公立综合医院 10 个 2 个 3 个 7 个 4 个 26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个 2 个 3 个 9 个 4 个 26 个 

医养结合主要 
服务机构 

苏华赞医院，

广弘颐养院、

华宇乐颐养院 

火炬开发区医

院、火炬开发

区颐康老年服

务中心，爱达

康康复医院 

黄圃人民医院 

东凤人民医院、东

凤镇敬老院，小榄

陈星海医院，古镇

人民医院、古镇镇

敬老院，横栏镇社

会福利康乐中心 

三乡医院、 
坦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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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中山市各组团医养发展规划表 
 

 中心组团 东部组团 东北部组团 西北部组团 南部组团 合计 

老年人口 10.2 万人 2 万人 4.5 万人 10.4 万人 2.8 万人 29.9 万人 

其中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 1.53 万人 0.3 万人 0.67 万人 1.56 万人 0.42 万人 4.5 万人 

养老机构 6 个 4 个 3 个 7 个 4 个 24 个 

养老机构床位 2702 张 751 张 658 张 631 张 494 张 5236 张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0 个 10 个 9 个 31 个 20 个 100 个 

公立综合医院 10 个 2 个 3 个 7 个 4 个 26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个 2 个 3 个 9 个 4 个 26 个 

医养结合主要 
务机构 

苏华赞医院

（创建三级

康复医院），

广 弘 颐 养

院、华宇乐

颐养院 

火炬开发区医院

（老年人医疗服

务质量提升至医

院同等级水平），

火炬开发区颐康

老年服务中心，

爱达康康复医院 

黄圃人民医院

（老年人医疗

服务质量提升

至医院同等级

水平） 

东凤人民医院与东凤镇

敬老院联合体，小榄陈

星海医院、古镇人民医

院（老年人医疗服务质

量提升至医院同等级水

平），古镇镇敬老院，

横栏镇社会福利康乐中

心 

三乡医院、

坦 洲 医 院

（老年人医

疗服务质量

提升至医院

同 等 级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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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山市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工作任务表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1 2018 年，由东凤人民医院在东凤镇敬老院试点设立老年病

区。2020 年，在医养结合试点镇区逐步推开。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东凤镇等试点镇区 

2018 年、 
2020 年 

2 16 家不能自主提供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要与周边医院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签约率达 100%。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2018 年 

3 

5 家已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要根据医疗康复需求，与周

边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健全急救急诊、预约就

诊、双向转诊、定期巡诊、业务指导等合作机制，确保入

住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4 

医疗卫生机构要为不能自主提供医疗服务的镇区级养老机

构根据合作协议提供定期巡诊、会诊等服务，为其他养老

机构开展巡诊、健康指导等服务，实现医疗服务覆盖全部

养老机构。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5 

创新医养结合服务，2018 年在市华宇乐颐养院、火炬开发

区颐康老年服务中心启动养老机构病床建设试点工作，病

床数占机构实用床位数达到 5%。到 2020 年，市内 100 床

以上养老机构的病床占机构实用床位数达到 5%。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2018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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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6 
探索建立护理转移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承接医疗

机构内需长期照护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逐步解决医疗

机构中老年人“压床”问题。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7 2018 年 80%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

开展老年人健康服务，到 2020 年达到 100%。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2018 年、

2020 年 

8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合作，为社区及居家老年人提供

健康管理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9 

支持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站、康复门诊部等，为入

住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鼓励养老机构根据服务需求

和自身能力，按规定申请开办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

理院、中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提高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

务的能力。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10 
对符合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养老机构，进一步简化手续，

做好医疗执业活动的日常监管和医务人员培训，提高医务

人员诊疗康复能力。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11 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协议管理

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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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12 支持苏华赞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 市卫生计生局 石岐区 持续实施 

13 引导医疗机构按规划申请设置养老机构，或根据需求与其

他养老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开展一体化健康养老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14 到 2018 年底，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设老年病科设置率 50%
左右，以后根据需要提高设置比例。 市卫生计生局  2018 年 

15 
落实老年人医疗服务的优待政策，到 2018 年底，80%以上

医疗机构开设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到 2020 年，100%医

疗机构开设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 
市卫生计生局  2018 年、

2020 年 

16 加快推进对医疗卫生机构场所老年人无障碍改造。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17 发挥医疗志愿服务作用，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工作志

愿者定期为老年人开展义诊。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18 开展老年人评估工作。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19 结合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为全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建立健康档案，并提供健康、养老管理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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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20 
鼓励为社区高龄、重病、失能或半失能、失智以及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中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基本医

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21 

鼓励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与家庭医生建立签约

服务关系，65 周岁以上老年人 2018 年签约率达 65%，

2020 年签约率达 85%。完善家庭医生责任制，探索推进家

庭医生团队入户为老年人服务制度。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2018 年、

2020 年 

22 充分利用中山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逐步实现对辖区内的

老年人健康档案信息动态管理。 市卫生计生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持续实施 

23 

对散居特困供养对象老年人、双低家庭中独居半失能或失

能老人、双低家庭中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散居失能孤老

优抚对象以及一级残疾军人中的老人等 5 类政府兜底服务

重点困难老年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行动不便或确有困

难的老年人试点提供家庭病床服务，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或

服务补贴等形式给予保障。2018 年，在 5 个试点镇区为上

述老年人群设置家庭病床 150 张；2019 年，全市为上述老

年人群设置家庭病床 300 张；2020 年，全市为上述老年人

群设置家庭病床 500 张。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4 

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以“治未

病”理念为核心，以慢性病管理为重点，开展面向老年人

的中医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干预，推广中医养生活

动，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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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25 

支持二级以上医院开展老年病、慢性病中医药防治工作，

以及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加强转诊

与合作，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养生保健

的一体化健康养老服务。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提供中医药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26 支持养老机构开展融合中医药健康管理的养生保健、医

疗、康复、护理服务。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27 鼓励专业人员在养老机构开展疾病防控、营养调理、中医

养生等非诊疗行为的健康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28 
鼓励医疗机构采取自建、托管或与养老机构开展技术协作

等多种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各类医疗巡诊、健康管理

等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29 建立经济困难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护保障机制，资助其入住

养老机构或享受上门照护。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2018 年 

30 

根据政策研究开发包括长期商业护理保险在内的多种老年

护理保险产品，鼓励老年人投保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探索

建立多元化的保险筹资模式，保障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需

求。 

市金融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持续实施 

31 探索建立从居家、社区到专业机构等较健全的专业照护服

务体系。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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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32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偏瘫肢体综合训练、认知知觉

功能康复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等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

本医疗保障范围。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持续实施 

33 将火炬开发区、石岐区、小榄镇、古镇镇、东凤镇确定为

全市医养结合试点镇区。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相关镇区 2018 年 

34 

2018 年，重点推进苏华赞医院、陈星海医院、东凤人民医

院、古镇人民医院、火炬开发区医院、爱达康康复医院、

黄圃人民医院、三乡医院、坦洲医院等医养结合主要服务

机构建设，着力完善老年病科基础设施及人才配套。 

市卫生计生局 相关镇区 2018 年 

35 

2018 年，重点推进广弘颐养院、华宇乐颐养院、东凤镇敬

老院、古镇镇敬老院、横栏镇社会福利康乐中心、火炬开

发区颐康老年服务中心等医养结合主要服务机构建设，着

力完善老年病床和老年病区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机制。 

市民政局 相关镇区 2018 年 

36 

2020 年，重点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机构提升工程，着力提升

镇区医疗卫生机构或在养老机构设立的病床病区等老年人

医疗服务质量。（1）中心和西北部组团共 4 个，分别为：

苏华赞医院创建三级康复医院、东凤人民医院与东凤镇敬

老院组建医养联合体、陈星海医院、古镇人民医院的老年

人医疗服务质量提升至与医院同等级水平；（2）东部、东

北部及南部组团共 5 个，分别为：火炬开发区医院、爱达

康康复医院、黄圃人民医院、三乡医院、坦洲医院的老年

人医疗服务质量提升至与医院同等级水平。 

市卫生计生局 相关镇区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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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37 基层医疗机构和二级医院内设的养老机构，可享受与民办

养老机构同等优惠政策。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市财政局 持续实施 

38 

制定养老机构病床补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病床购买服

务等相关扶持方案。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关扶持经费，

按现行市镇财政体制有关政策执行，市财政对镇区通过转

移支付予以补助。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持续实施 

39 
建立健全专业化医养结合人才的培养、储备、使用机制。

将老年医学、康复、护理人才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职业

教育规划。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40 
鼓励本地职业（技工）院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加快

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方

面的专业人才。 

市教育和体育局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持续实施 

41 完善医养结合从业人员工资待遇、职称职务晋升、专业技

能等级等制度，稳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市财政局 持续实施 

42 鼓励执业医师到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支持

符合条件的医师、护士在养老机构内开办诊所、护理站。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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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进度 

43 鼓励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下基层，为养老机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家庭病床等老年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44 

开展养老服务信息试点工作，充分依托各类服务和信息平

台，提供应急呼援、卫生服务预约、健康指导等服务，逐

步完善健康养老信息服务体系，支持开展各类互联网的医

养结合服务。利用中山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人口信

息、医疗健康信息、社会保险信息，以及各级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定点医院和药店的相关信息整合，推进医养结合

信息平台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应用，实现跨部门、区域的业

务协同和信息共享，最终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共享指标体

系。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老龄办 

持续实施 

45 以社会保障卡作为医养结合金融信息服务的有机载体，探

索推进养社会保障性资金领取“一卡通”相关功能应用。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46 各镇区切实把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纳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和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总体部署。 各镇区  持续实施 

47 
将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优先予以审核审批备案，并加大政策支持和技术

指导力度。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48 
研究制定中医药相关服务标准规范并加强监管，加强中医

药适宜技术和服务产品推广，加强中医药健康养老工作和

人才培养。 
市卫生计生局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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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民政部门做好养老机构的发展规划。 市民政局  持续实施 

50 将医养结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发展改革局  持续实施 

51 落实相关投入政策，积极支持医养结合发展。 市财政局  持续实施 

52 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协议管理

范围。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持续实施 

53 保障医养结合机构土地供应。 市国土资源局  持续实施 

54 统筹规划医养结合机构用地布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城乡规划局 

 持续实施 

55 
积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根据医养结合工作特点和老年人实

际需求开发和推广适宜的商业保险产品；对上市的医养结

合企业按规定给予支持。 
市金融局  持续实施 

56 做好医养结合机构设立的安全审查和日常消防安全监督。 市公安消防局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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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按规定对医养结合机构给予减征或免征相关税费。 市税务局  持续实施 

58 供电、供水、供气等部门要按规定对医养结合企业给予优

惠。 市国资委 供电、供水、供气 
等部门 持续实施 

59 做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工作。 市老龄办 市司法局 持续实施 

60 

落实省关于医养结合政策情况、医养结合服务覆盖率、医

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无缝对接程度、老年人护理服务质

量、老年人满意度等为主要指标的评估体系，将各镇区推

进医养结合工作情况纳入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考评工

作。加强对医养结合工作的日常监督，适时开展工作检

查，定期通报各镇区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

实到位。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老龄办 

持续实施 

61 做好医养结合工作的宣传、政策解读等工作。 市卫生计生局 
市民政局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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