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养老机构重大风险隐患检查指标及整治建议 

序号 原序号 指标内容 检查细则 不符合指标的整治建议 

1 2 

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院，应当依法办

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 

自主提供餐饮服务的，不具备许

可证或许可证过期的，不符合；

委托餐饮服务企业提供餐饮服

务的，未签订协议或餐饮服务企

业不具备有效许可证，不符合。 

1.依据市场监管部门意见整治。 

2.受委托餐饮服务企业不具备有效许可证的，须更

换为有资质的企业。 

2 3 
如有内设医疗机构，应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有内设医疗机构的，但不具备许

可证或许可证过期的，不符合。 
依据卫生健康部门意见整治。 

3 5 养老护理员应接受岗前培训。 

有养老护理员未经过专业机构

或养老机构内部培训合格上岗，

不符合。 

1.养老机构建立内部岗前培训制度，未经岗前培训

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应停止上岗。 

2.民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支持养老护理员培

训。 

4 7 

在养老院内开展服务的医生、护士等

依法需要持证上岗的专业技术人员

应持有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业资格

证书或执业证书。 

如有此类人员，没有 100%持证上

岗，不符合。 

未取得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业资格证书或执业证书

的医生、护士及其他人员应停止相关岗位工作。 

5 11 
对老年人进行入院评估，根据老年人

需求特点提供服务。 

没有入院评估制度，且未开展评

估工作，不符合。 

养老机构依据行业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或

地方相应标准建立入院评估制度。 

6 20 无虐老、欺老现象。 如有欺老、虐老现象的，不符合。 出现欺老、虐老现象的，要依法处置。 



序号 原序号 指标内容 检查细则 不符合指标的整治建议 

7 30 
养老机构应当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

任，食品管理应符合有关规定。 
有 1 项不满足，不符合。 依据市场监管部门意见整治。 

8 34 
药品管理应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规定。 
有 1 项不满足，不符合。 

1.依据药品监管部门意见整治。 

2.组织相关人员培训，建立药品管理制度。 

9 35 
机构不设置在自然灾害易发、存在污

染的地域。 
有 1 项情况存在，不符合。 

1.有突出隐患的地区应提出迁址意见。 

2.养老机构要制定突发事件应对预案。 

10 43 
提供 24 小时当班、值班服务，并做好

记录和交接班。 

提供 24 小时服务且有相关记

录，为符合；无当班、值班记录

为部分符合；二者皆无为不符

合。 

1.养老机构建立 24 小时值班、当班服务制度并做好

记录。 

2.民政部门要规范养老机构当班、值班、交接班工作。 

11 74 
院内医疗机构管理服务符合卫生健

康部门规定。 

如有院内医疗机构，不符合规

定，则为不符合。 
依据卫生健康部门意见整治。 

12 82 有传染病预防措施。 
应有制度、工作流程，有 1 项做

不到的，不符合。 

在卫生防疫部门指导下建立养老机构传染病预防制

度。 

13 96 

制定消防安全、特种设备设施安全、

突发事件等相关管理制度、预警机制

及应急预案。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如果没

有特种设备，则不对特种设备管

理做要求。 

1.养老机构按照规定制定完善。 

2.民政部门促进行业交流，推广优秀经验。 

14 98 

人员住宿和主要活动场所严禁使用

易燃可燃装饰装修材料，严禁采用夹

芯材料燃烧性能低于 A级的彩钢板搭

建有人居住或者活动的建筑。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立即停止该场所用于人员住宿和活动，或改建。 

15 99 

对不需要设置自动消防系统的建筑，

应当加强物防、技防措施，在人员住

宿和主要活动场所安装独立式感烟

火灾探测报警器和简易喷淋装置，配

各项中有任何 1 点达不到，则该

项不符合；设置自动消防系统的

养老院则查看是否在相关场所

对应设置相关设备，未对应设置

1.养老机构按照规定和标准整改。 

2.依据消防救援机构意见整治。 



序号 原序号 指标内容 检查细则 不符合指标的整治建议 

备应急照明和灭火器材。 的为不符合。 

16 100 

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每日防

火巡查，夜间防火巡查不少于两次，

并做好记录。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1.建立每日巡查、每月防火检查制度。 

2.在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上定期填报检查记

录。 

3.民政部门应定期检查养老机构的检查巡查记录，

了解养老机构检查巡查情况。 

17 101 

加强消防设施设备运行和维护保养，

每年至少全面检查一次，结合实际建

立微型消防站或志愿消防队，参加区

域联防组织，实行联防联治联控。 

各项中有任何 1 点达不到，不符

合。 

1.建立检查消防设施设备运行和维护保障制度。 

2.积极参加消防救援机构组织的联防联治联控活

动。 

18 102 

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

畅通，应急照明、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完

好。保证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依据消防救援机构意见整治。 

19 103 

制定消防演练、应急疏散和灭火预

案，每半年至少演练一次。每半年至

少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1.制定预案、开展演练和培训。 

2.养老机构每半年至少演练一次，每半年至少开展

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活动，不断总结经验。 

3.养老机构在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上及时填

报相关活动记录。 

4.民政部门应定期检查养老机构演练、培训活动情

况。 

20 104 
设立吸烟室，人员住宿和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1.设立公共吸烟室。 

2.杜绝老年人在住宿房间吸烟。 

21 105 

定期组织对电器产品及其线路、管路

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及时整改电气

火灾隐患。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1.在相关专业人员指导下定期组织维护保养和检

测。 

2.及时整改隐患。 



序号 原序号 指标内容 检查细则 不符合指标的整治建议 

22 106 
燃气安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设置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如有，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1.依据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整治。 

2.使用人员应接受相应安全使用培训合格。 

23 107 定期维护保养燃气设施设备。 如有，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24 108 

燃气设施使用正确，无私自拆、移、

改动燃气装置，无私自使用燃气热水

器、取暖器和其他燃气器具等。 

如有，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25 109 
燃气设施清洁干净卫生，周围无可燃

物品和其他杂物堆放。 
如有，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26 110 

购置、使用和更换电梯、锅炉、压力

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等特种设

备，应符合相关规定。 

如有，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1.依据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机构意见整治。 

2.使用人员应接受相应安全使用培训合格，取得相

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并对在用特种设备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 

27 113 
建立出入、探视、请销假等制度，防

止老年人走失。 
有 1 项未做到，不符合。 建立出入、探视、请销假等制度。 

28 115 

建立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预案，对自

伤、伤人、跌倒、坠床、噎食、误吸、

走失、烫伤、食物中毒等事件有明确

应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 

有应急预案、应急处置流程、报

告制度，缺少 1 项即为部分符

合。全部缺少为不符合。 

1.养老机构建立自伤、伤人、跌倒、坠床、噎食、

误吸、走失、烫伤、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理流程和报告制度。 

2.养老机构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处置能力。 

3.民政部门应促进行业交流，推广典型做法和制度。 

注： 

1． 以上指标均来自《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详见民发〔2017〕51 号文件），表中“原序号”是指该指标在《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 

指南》中的序号。 

2．《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中原序号为 6、12、13、14 的指标要求（关于食品安全内容）并入修改后的第 7 项指标（原序号为 30）。 

3．各地可根据本行政区内养老机构风险隐患实际补充其他检查指标。



 



附件 2 

2019年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通报要点 

是否制定落实方案  

纳入监管的养老机构 

总数 
 

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 

养老机构数 
 

尚未整治到位的 

重大风险隐患数 
 

已完成整治的 

养老机构数 
 

已完成整治的 

重大风险隐患数 
 

符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基本规范》的机构数量 

 

按照《养老机构等级划分 

与评定》国家标准 

评定情况 

一星  个，二星  个，三星  个， 

四星  个，五星  个 

    说明：季度通报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地方

民政部门要根据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及时填报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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