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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目的 

为积极应对永春县老龄化问题，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结合永春县全域实际，在空间上对养老服务设施进行布局与安排，不

断提升永春县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第 2 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永春县全域，行政区划面积为 1456.87 平方公里。 

第 3 条 规划期限 

近期 2020-2025年，远期 2026-2035年。 

第 4 条 规划依据 

（一）相关规范 

1、《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2、《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50437-2007) 

3、《老人养老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4、《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 

5、《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GB-T50340-2003)  

6、《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MZ008－2001) 

7、《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18年） 

9.《城乡养老设施规划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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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2000.9 

2、《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9]5号） 

4、《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5号） 

5、福建省《推进养老服务发展(2019-2022年)行动方案》 

6、《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建标[2014]23号）  

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的通知》    

8、《民政部 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推进城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 （民发〔2014〕116号） 

9、《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闽政（2012）31号） 

10、《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闽政〔2014〕3 号） 

11、《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管理的意见》 （闽民福[2014] 400 号） 

12、《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实施意见的通知》 （闽政办[2012] 101号） 

1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加强城镇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建设规划意见的通知》 （闽政办〔2013〕32 号） 

14、《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推进编制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工作的通知》 （闽民福〔2017〕76号）  

15、《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 （泉政〔2013〕22号） 

16、《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新建城区和住宅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移交与管理工作机制的通知》 （泉政办〔2017〕161号） 

17、《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春县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实施方案的通知》 （永政办〔2017〕153号） 

18、《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春县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永政文〔2018〕4号） 

19、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自然资规〔2019〕3 号） 

（三）技术规定 

1、《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2012.9 

2、《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2 

3、《福建省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及配置导则（试行）》2015.06 

4、《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版）》 

（四）上位及相关规划 

1、《永春县城总体规划调整（2012-2030）》 

2、《永春县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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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对象为养老服务设施，包含养老设施和为老设施。其中养老设施有机构养老设施（县级养老院、养护院、乡镇级敬老院）；照料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农村幸福院）。为老

设施有老年大学（学校）、老年活动中心（场所）、老年医院等。 

第 6 条 规划目标 

至规划期末，永春县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覆盖城乡的医养结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形成“8884”的基本养老结构。 

形成“一心多支点，多服全区域”的养老服务体系结构。定位“康养桃源、颐养之地”，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健康发展，健全市场机制，实现养老与医疗、家政、保险、教育、健身、旅游等相关领

域互动发展，让全县老年人安享晚年，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面推进健康城市建设。 

2025 年目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总床位数达到 44 床，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 50%比例。优先推进 7处区域性养老设施，50个居家养老服务分站，1个护理型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全县建成 1-2处特

色养老项目。 

2035 年目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总床位数达到 51 床，建设 100个居家养老服务站分站。全县建成 3处以上特色养老服务项目。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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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技术路线 

 

第 8 条 规划要点 

（一）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由保障传统兜底老年人转向保障全域老年人，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选择”。 

（二）建设品质城市和老年人友好型城市，优化和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三）打造 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文化、体育、医疗、养老），就近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务。 

（四）制定近期行动计划，提出一批可示范，可提升的支点，作为近期发展目标。 

（五）合理预留用地，便于后期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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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体系 

第 9 条 规模预测 

本次规划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通过估算法、趋势递推法和综合法预测至 2035年老年人口，最终采用综合法预测的老年人口 13.05万人作为 2035年永春县全域老年人口。 

 

第 10 条 规划标准选取 

本次规划实施配置标准，以《福建省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及配置导则（试行）》为基础，结合永春县老年人口分布及养老设施现有情况，提出永春县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标准。 

1、人均养老设施用地方面，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人均不少于 0.1平方米。 

2、至 2035年，推行“8884”的养老格局，即 88%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料居家养老，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8%老年人通过社区服务养老，4%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

集中养老。 

3、永春县按县级、镇（乡）级、社区（村）级三级进行配置，县级配置老年公寓、福利中心养老院、老年养护院、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老年医院等；镇（乡）级配置敬老院、照料服务中

心、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医护中心等；社区（村）级配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农村幸福院）、老年教室和老年活动中心（室）等。 

4、旧小区每百户不低于 15平方米设置养老服务设施，新建小区每百户不低于 20平方米设置养老服务设施。 

5、民营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意向选址可通过以下路径实施，一是可利用城区内旧厂房进行改造，通过适老化设计，满足养老需求；二是选址于规划未开发的居住（商住）用地中，并按相关规范进

行适老化规划设计；三是联合医院转型升级，作为护理型养老服务设施。 

 

第 11 条 规划配置意向 

机构养老方面：本次规划配置县级养老院床位数不少于 200床，一处县级养护院床位数不少于 100床，一处老年公寓不少于 150床，每个镇（乡）布置一处养老院床位数不少于 40床，其余机构

养老设施由社会力量进行补充。 

为老设施方面：县级配置一处老年大学（兼老年活动中心）面积不少于 5000平方米。老年医疗服务近期可由各大公立医疗卫生设施提供，远期有条件建议设置独立的老年医院。 

社区居家养老方面：至 2035年规划期末，县内各社区（村）均有居家养老服务站或农村幸福院床位数不少于 10床，每个乡镇有一处示范性居家养老服务站，部分偏远的社区（村）设置居家养老

服务站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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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规划原则 

（一）着眼长远，统筹规划 

（二）以人为本，出行便捷 

（三）因地制宜，集约发展。 

（四）盘活存量，发展增量。 

（五）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六）分类指导，突出重点。 

第 13 条 规划思路和策略 

（一）规划思路 

1、以城镇建成区控规汇总为底图，部分乡镇总规及村庄规划作为补充，以控规汇总后的人口规模为基础进行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控制，以控规控制的福利设施用地为基础布置公益性质的养老

服务设施，若控规用地控制不足，拟增加的选址并依需求而设。 

2、养老设施布局采用总量控制，按需配置，公办民办统筹发展的办法。 

3、在基本养老设施供给方面，公办民办总量各依 50%控制。 

4、为老设施方面，老年大学结合老年活动中心布置，老年医院依据永春县总体规划设置，镇（乡）、社区（村）级的为老设施可采用综合体建设模式。 

5、社区（村）级设施按指标控制，不进行具体选址，各对应单位可自行通过多种方式灵活配建。 

6、对于人口外流，老年、儿童留守人口较多的乡镇，建议优先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通过社区力量组织互助。镇级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及时、快速、精准地为片区老年人提供服务。 

7、对于县城、中心镇，建议优先建设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来满足众多老年人需求，同时社区级建立老年活动中心就近满足老年人活动需求。 

8、对于特色产业乡镇，比如达埔镇香都、下洋镇牛姆林自然保护区等，建议可结合自然、人文资源，发展文旅养生养老项目。 

9、对于交通较为不便的边远村庄，考虑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老年活动中心）的服务范围、老年人行动能力等问题，建议有经济条件和用地条件的村庄分期地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站（分站）。 

（二）规划策略 

1、能用尽用，发挥效用 

2、规划管控，未雨绸缪 

3、兜底保障，多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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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规划分级分类 

本次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分为“三级两类”，三级为县级、镇（乡）级和社区（村）级三个级别；两类为养老设施类和为老设施类。养老设施类包括：福利院、敬老院、护理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站）、照料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托老所；为老设施包括老年大学（学校）；老年活动中心（场所）；老年医院等。 

三级两类 
一类 二类 

养老设施 为老设施 

一级 县级 养老院、养护院、老年公寓（养老产业） 老年医院（选配）、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 

二级 镇（乡）级 敬老院、照料服务中心 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医护中心 

三级 社区（村）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农村幸福院、托老所（选配） 老年教室、老年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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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布局 

第 15 条 选址意向 

1、县级养老服务设施规划选址影响因子包括交通区位、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环境和本身特殊要求。 

养老设施方面：规划县级养老院 4处，一处为保留现状的永春县养老院（永春县老年公寓）；一处拟选址于五里街镇万春寨西侧，一是交通便利，可通过城市生活性主干路和城市公共交通通往城

区，二是周边 2公里内有公共服务设施，三是周边环境优美和空气清新；一处拟选址于石鼓镇迎宾西路北侧，一是交通便利，可通过城市主干路和城市公共交通通往城区，二是周边有医疗设施和其他

公共服务设施，三是周边环境优美和空气清新，适宜老年人生活；另一处拟选址于东平镇与永春县老年医院结合设置，一是交通便利，且医疗服务完善，有利于医养结合，二是依水而居环境优美。规

划养护院 1 处，与规划老年医院合建。 

为老设施方面：设置 2处县级老年大学（兼老年活动中心），一处为原老年大学（兼老年活动中心），并进行原址扩建；另一处拟选址于永春县东平镇。设置 1处老年医院。 

2、镇（乡）级敬老院的选址主要考虑服务本镇（乡）辖区内，一是交通可达性，二是建设用地可行性，三是周边公共服务。镇级老年活动中心，选址主要结合镇（乡）文体活动中心共享使用。

镇（乡）级老年学校主要依托镇（乡）政府内办公设施作为老年教室使用设置。 

3、社区（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老年活动中心（室）选址考虑村（居）民可达性，一般结合老年协会或者村（居）委会办公场所设置，有条件的社区（村）分批建设居家养老服

务站分站。 

第 16 条 规划布局 

规划至 2035年，永春县域老年人口 13.05万人。本次规划共计 6975床[县级+镇（乡）级+社区（村）级+特色养老]，总量达到千人 53.5床，满足 2035年目标千人 51床。 

（一）县级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1、县级养老设施布局 

本次规划共 4处县级养老院，其中 1处为现状保留，其余 3处为规划新建；规划新建 1处养护院。县级养老设施床位数共计 1494床。 

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规划床位数 备注 

永春县养老院（永春县老年公寓） 
永仙公路（大路头街龙安支路）

与留安山公园交叉口 
13700 —— 544 现状保留 

永春县养老院（西区） 五里街镇万春寨公园西南侧 13157 10525 200 规划新建，永春县总规 

永春县养老院（东区） 东平镇 41394 —— 200 规划新建，结合永春老年医院设置，永春县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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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养老院（预留） 石鼓镇 23018 18400 450 规划新建，永春县总规 

永春县养护院 东平镇 —— —— 100 规划新建，与永春县老年医院合建 

2、县级为老设施布局 

规划 2处县级老年大学（兼老年活动中心），其中一处为现有永春县老年大学（兼老年活动中心）改扩建，一处规划新建。规划新建 1处老年医院。 

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规划床位数 备注 

永春县老年大学及活动中心（近期） 仰林路青少年宫东侧 30000 —— —— 原址扩建 

永春县老年大学及活动中心（远期） 东平镇  116873 —— —— 规划新建  

永春县老年医院 东平镇 41394 —— —— 
与永春县养老院（东区养老中心）、永春县养护院

结合设置 

3、特色养老布局 

县域规划 6处特色养老，项目选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进一步落实,本次规划只对用地规模进行控制，每处控制为 150-300床，具体如下表。  

项目名称 地址 备注 

医养康养产业园项目 桃城镇 —— 

蓬壶温泉养老项目 蓬壶镇 —— 

岵山北溪养老项目 岵山镇 —— 

牛姆林旅游养老项目 下洋镇 —— 

湖洋卧龙湾养老项目 湖洋镇 —— 

达埔镇特色养老项目 达埔镇 颐春康养项目 

4、区域性养老服务设施 

    县域规划 7处区域性养老服务设施，分别位于蓬壶镇、达埔镇、湖洋镇、介福乡、下洋镇、岵山镇和一都镇，与镇（乡）级养老机构合设，控制床位数为不小于 100床，具体床位数见镇（乡）

级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二）镇级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1、镇（乡）级养老设施布局 

规划共布置 20处镇（乡）级敬老院，设置 1875床，总面积 94613平方米。 

乡镇 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规划床位数 备注 

桃城镇 桃城镇敬老院 桃城镇丰山村 5143 —— 110 规划新建，永春县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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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镇 一都镇敬老院 一都镇仙阳村 6750 —— 150 规划新建，一都镇总规 

下洋镇 下洋镇敬老院 下洋镇新坂村 4500 —— 100 原址扩建 

蓬壶镇 蓬壶镇敬老院 蓬壶镇美山村 7133 —— 150 规划新建，蓬壶镇总规 

达埔镇 达埔镇敬老院 达埔镇岩峰村 16400 —— 150 原址扩建 

吾峰镇 吾峰镇敬老院 吾峰镇吾中村 3300 —— 70 原址扩建 

岵山镇 岵山镇敬老院 岵山镇和林村 6750 —— 150 规划新建，岵山镇控规 

东平镇 东平镇敬老院 东平镇 2000 —— 40 规划新建，东平镇控规 

湖洋镇 湖洋镇敬老院 湖洋镇湖城村 7250 —— 160 原址扩建 

坑仔口镇 坑仔口镇敬老院 坑仔口镇西坪村 2500 —— 55 规划新建，坑仔口镇总规 

玉斗镇 玉斗镇敬老院 玉斗镇玉斗村 2466 —— 50 规划新建 

锦斗镇 锦斗镇敬老院 锦斗镇洪内村 2700 —— 60 原址扩建 

东关镇 东关镇敬老院 东关镇东华社区 6321 —— 140 规划新建，东关镇控规 

苏坑镇 苏坑镇敬老院 苏坑中学山体的北侧 6390 —— 140 规划新建，苏坑镇总规 

桂洋镇 桂洋镇敬老院 桂洋镇桂洋村 3000 —— 60 原址扩建 

仙夹镇 仙夹镇敬老院 仙夹镇龙美村 4210 —— 70 规划新建，仙夹镇总体规划 

横口乡 横口乡敬老院 横口乡云贵村 1800 —— 40 规划新建，横口乡总规 

介福乡 介福乡敬老院 介福乡紫美村 2000 —— 100 原址扩建 

呈祥乡 呈祥乡敬老院 呈祥乡西村村 2000 —— 40 原址扩建 

外山乡 外山乡敬老院 外山乡墘溪村 2000 —— 40 规划新建，外山乡总体规划 

2、镇（乡）级为老设施布局 

规划镇（乡）级老年学校和老年活动中心，有条件独立设置。用地紧张时，老年学校可结合镇级行政办公用地设施设置，老年活动中心可结合镇（乡）敬老院或镇级文体中心设置，镇级老年学校

和老年活动中心可合并设置，并留有相对独立专享空间。老年医疗服务由镇（乡）级卫生院提供医疗服务。 

本次规划 22处老年学校和老年活动中心，其中 21 处均依托镇政府或镇级文化活动中心设置，东平镇老年学校和老年活动中心依托综合文体中心设置。 

本次规划 22处老年医护中心，老年医疗服务由镇（乡）级卫生院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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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至 2035 年，社区养老床位共需要 5220床，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全覆盖，共有 2706 床，剩余床位由新建小区或老旧小区改造的养老服务设施和逐年有条件分批建设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分

站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站分站依据各街道（镇、乡）情况推进建设，每处分站不低于 10 床，每床建筑面积不低于 10 平方米。社区（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应加强管控，不兼容其他社区（村）级公共基

础设施，作为专享型空间。 

各镇/乡名称 
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处） 老年活动中心（站）（处） 

总量 保留 改扩建 总量 保留 新建 

桃城镇 22 4 18 22 7 15 

五里街镇 11 0 11 11 10 1 

一都镇 14 5 9 14 13 1 

下洋镇 10 4 6 10 10 0 

蓬壶镇 22 3 19 22 1 21 

达埔镇 21 3 18 21 12 9 

吾峰镇 8 6 2 8 2 6 

石鼓镇 13 3 10 13 11 2 

岵山镇 11 3 8 11 3 8 

东平镇 9 4 5 9 7 2 

湖洋镇 17 6 11 17 9 8 

坑仔口镇 8 3 5 8 7 1 

玉斗镇 9 3 6 9 9 0 

锦斗镇 6 1 5 6 1 5 

东关镇 12 1 11 12 3 9 

苏坑镇 7 4 3 7 7 0 

桂洋镇 8 7 1 8 7 1 

仙夹镇 8 6 2 8 8 0 

横口乡 10 5 5 10 10 0 

介福乡 3 0 3 3 3 0 

呈祥乡 3 0 3 3 3 0 

外山乡 4 3 1 4 0 4 

总计 236 74 162 236 14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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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 17 条 近期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近期建议新建永春县养护院，改扩建永春县老年大学。 

每个镇（乡）近期完善 1-2处居家养老服务站改扩建工程和分站建设（每处分站不低于 10床，每床建筑面积不低于 10平方米）。对社区（村）居家养老进行查缺补漏，新小区按要求每百户 20平

方米建筑面积设置，老旧小区按要求每百户 15平方米建筑面积。新建小区养老服务设施竣工验收后移交属地乡镇管理。老旧小区用地存在一定困难，可通过购买服务或者就近统一集中安排场所，满

足周边老旧小区养老配套标准。远期后续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由新建小区按每百户 20平方米建筑面积设置，作为补充。 

 

类别 近期机构养老设施、为老设施建设内容 

机构养老设施 新建永春县养护院 

为老设施 改扩建原永春县老年大学 

各镇/乡名称 近期社区养老设施建设内容 

桃城镇 花石社区、洋上村、丰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五里街镇 五里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一都镇 南阳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下洋镇 下洋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蓬壶镇 都溪村、孔里村、高峰村、美中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达埔镇 延寿村、达山村、前峰村、建国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吾峰镇 吾中村、吾西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石鼓镇 石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岵山镇 铺上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东平镇 冷水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湖洋镇 桃美村、溪东村、清白村、美莲村、锦龙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坑仔口镇 福地村、诗元村、玉西村、西坪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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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斗镇 云台村、新珩村、红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锦斗镇 锦溪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东关镇 金城村、溪南村、美升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苏坑镇 光明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桂洋镇 金沙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仙夹镇 德田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横口乡 环峰村、云贵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介福乡 龙津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呈祥乡 呈祥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外山乡 草洋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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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 18 条 政策措施 

（一）完善融资投入政策 

（二）完善土地供应政策 

（三）完善税费优惠政策 

（四）完善补贴支持政策 

 

第 19 条 人才措施 

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培养养老服务方面的专门人才，鼓励大专院校对口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定期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

技能培训和从业人员技能提升培训，不断强化养老护理人才职业技能和照护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工机构开展专业化养老服务。同时，养老机构应当积极改善养老护理员工作条件，加强劳

动保护和职业防护，依规缴纳养老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提高职工工资福利待遇。 

 

第 20 条 资金保障措施 

通过采取“政府补贴扶持、慈善捐赠帮扶、子女捐资投劳”的办法落实资金保障，政府补贴扶持方面可通过民政项目资金拨款、福利彩票中心专项资金、星级评定等来保障养老设施的建设和规范

运营。同时，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加大对养老设施相关资金的投入，加快养老事业的发展。 

 

第 21 条 部门联动机制 

建立共享数据平台，多部门合作联动审批。在选址、审批相关养老服务设施及为老服务设施时，审批部门和主管养老部门联合共同联合出具意见，保障用地落到实处。在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下达设计条件时，按市政府出台文件不低于要求标准配置养老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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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 规划建议 

（一）实施建议 

一是规划县级养老服务设施统筹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备选方案可作为项目引进高端养老服务辐射全省乃至全国； 

二是镇（乡）级养老服务设施结合拟选址用地进行布局，也可利用旧学校、旧厂房，对民办非盈利机构进行扶持，保障机构的可持续运营； 

三是社区（村）级养老服务设施，结合本地特色，逐步推动村集体养老，凝聚共识，运用多种手段包括村集体力量、乡贤、乡绅力量和慈善会力量，推动村集体养老的可持续运营； 

四是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平台解决居家养老的一系列问题。 

（二）其他建议 

1、保障基本养老服务 

2、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3、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4、健全体制跨行业养老服务整合 

5、打造养老 15分钟生活圈 

6、引进专业化团队运营，加强部门监管力度 

7、多方位资金筹措，引导设施可持续运营 

8、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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