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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养老机构现状及需求调查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视角
林清清1 陈锦2 徐娜1 金理宝3
（1.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2. 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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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旨在通过统计调查揭示杭州市各区养老机构现状及需求，为杭州市更好地根据各区实际需求状况规划
建设养老机构提供决策参考。根据各区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和杭州市各区总人口以及各区现有床位数计算各区床
位缺口数；以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为因变量，以老人身体状况等8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
回归模型；对八大区的养老机构进行典型调查，将养老机构的现状与老人对养老机构的期望进行对比，进行满意度
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养老机构的具体情况和老人的需求都有着地域的差别，应根据各区缺口情况相应增加养老机
构的数量，同时养老机构的建设需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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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构。更有不少老人，因为家庭关系紧张，将养老院视为归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宿。因此，机构养老方式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选择。

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

然而，据2012年中国新闻网报道指出，北京第一福利

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我国的老年人口正在以每年3%

院、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人满为患，排队预约的有千人

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同期人口增速的五倍多。预计

以上；人民网指出，老人排号入住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需

到201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约占总人口的16%。

等10年。杭州也不例外，青年时报报道，从2011年起，杭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四二一”家庭的不断增加，现代

州各公立养老机构就陆续停止了预约登记服务，目的是希

社会面临的老人无人照料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越来越

望老人和家属能更多考虑其他的选择。

多的老人及家属，因为观念的转变，已经不再排斥养老机

通过走访杭州市民政局从事养老方面管理的工作人员
以及对《浙江民政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分析发现，杭州
市各区养老机构入住率并不均衡，入住率最高的拱墅区达
85.03%，最低的滨江区仅17.35%。
本调研课题项目旨在通过统计调查，揭示杭州市各区

基金项目：本调研课题已获得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统计局主
办的浙江省第二届“民生民意杯”统计方案大赛千元资助，浙江
工业大学第二十五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课题组成员：林清清、陈锦、徐娜、金理宝。
指导老师：卢冶飞，浙江省统计学科带头人，浙江工业大学经
贸管理学院教授，从教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学、绩
效评价、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现已出版高等院校经济管理
类规划教材《应用统计学》。
作者简介：林清清，女，浙江台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
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陈
锦，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财
务管理专业。
徐
娜，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
院财务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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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现状和社区老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差异化建设杭州市各区养老机构的若干建议，为
杭州市更好地根据各区实际需求状况规划建设养老机构提
供决策参考，促进杭州市社会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
利用。

二、调查方案设计
（一）调查对象及范围
调查对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杭州市养老机构负责
人、养老机构在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二是以杭州市60
岁以上老人作为问卷调查对象。调查范围包括杭州市八大
区，分别为拱墅区、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江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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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区、萧山区和余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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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等式对总体的大小进行调整：将总体的大小

（二）调查方式与调查单位的确定

这一影响样本容量确定的因素也考虑进来，通过查阅杭州

1、访谈对象的确定

统计调查信息网得到八大区人口约为624.2万人，于是我

在杭州八大区分别选择一家最好的和最差的养老机构

们取N=6242000

作为典型调查单位，进行典型调查。
采取纯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养老院在住老人为访谈对
象。具体操作如下：对选中的养老机构中的老人进行编

d、无回答调整样本容量

号，按照房间号从小到大、房间内床号从小到大的方式编

根据无回答再次进行调整，以确定最终的样本容量n

号。例如，房间为二人间，则101房的1号床老人编号为
1,2号床编号为2，102房的1号床编号为3，以此类推。每

其中，r=估计的回答率。最终得各区的样本量。

家养老机构随机选取5位老人，并且选取养老机构负责人

（2）抽样方法

或管理人员作为访谈对象。

我们选择采用PPS抽样法即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

2、问卷调查对象确定的方式

成比例系统抽样法。在各个区中，选定几个社区，然后按

问卷调查部分采用分层四阶段抽样法和与人口成比例

照人口比例进行样本的分配。抽样顺序为乡镇或街道→社

的PPS概率抽样法来抽取社区老人作为问卷发放对象，抽

区或村→家庭户→人。

样顺序为乡镇或街道→社区或村→家庭户→人，各阶段的

a、抽取街道乡镇和社区

抽样单位如下：

为节省成本和人力，从抽中区域随机抽取一个街道或

第一阶段：杭州市八大区均入选为初级抽样单位；

乡镇，每个街道或乡镇随机抽取一个社区。以西湖区为

第二阶段：以乡镇或街道为二级抽样单位；

例，说明抽样过程：将西湖区所辖街道和乡镇编号，随机

第三阶段：以社区或村委会为三级抽样单位；

抽取一个编号，得到4号翠苑街道。

第四阶段：以家庭住户为四级抽样单位。
3、调查总体
（1）调查样本容量的确定
假设对每一层，都要求得到误差界限为0.10、置信度

b、将翠苑街道所辖社区编号
随机抽取一个编号，得到1号翠苑一区。依据上述步
骤，抽取各层街道及社区。
c、具体实施步骤

为90%的估计结果，则需单独计算各层的样本容量（即将

依照随机性原则，在抽样过程中选择等距的抽样方法：

每一层作为一个总体，估计调查所需的样本容量）。计算

（a）若为社区：

之前，考虑到西湖区、上城区等八个区是大总体，因而可

将每个社区按楼号从小到大排列，并从偶数项楼号抽

以认为，对它们来说总体的大小对样本容量的确定没有影

取进行调查。另外再从奇数项楼号中随机抽取一幢，作为

响。由此，可将八个区看作八个独立的总体，分别求出各

备调查楼（当偶数项楼号中住户没有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

个区的样本数。

或调查对象不在家时，就从该备调查楼中随机抽取相应户

a、步骤

数补充，若再没有，则跳过）。抽取入样楼的奇数项楼层

先计算初始样本容量，再根据总体的大小、设计效果

的右侧住户进行调查。

和回答率分别对它进行调整，求得最终的样本容量。
b、假设
（a）如果真实的总体比例落在总体比例的样本估计
值的±0.10范围内，则认为本次调查能够反映真实总体状
态，即e=0.10；
（b）与大多数调查类似，我们希望调查估计值的置
信度为90%，即所对应的z=1.64；
（c）估计本次调查的回答率能达到80%左右，即
r=0.75；

（b）若为农村：
从门牌号为偶数的住户中抽取。若抽取到的住户中没
有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或调查对象不在家，则在门牌号为
奇数的住户中抽取，若再没有，则跳过。
d、家庭户内被调查对象的确定
为了使家庭中每个合格的调查对象均有同样的机会被
抽选，本调查采用以下二维随机数表法。
考虑到同一家庭户中老人（60周岁及以上）的情况类
似，所以我们决定在每一家庭户中只抽取一名老人进行问

（d）根据文献资料，我们拟订经验比例p=0.75；

卷调查。但考虑到不同家庭户中的老人人数的差异（人数

c、计算初始样本容量

一般在0-4人波动），为了使家庭中每个合格的调查对象

初始样本容量n1就可以按下列公式计算：

均有同样的机会被抽选，本调查拟采用以下方案进行抽取
调查对象：
（a）若老人人数为0人，则视为抽取到的住户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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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则从备选住户（门牌为奇数的住户

其是萧山区、下城区、拱墅区和上城区。萧山区缺口巨大

中）继续抽取；

是因为老年人口数量远多于其他各区，但是目前床位供给

（b）若老人人数为1人，则确定其为本调查的调查对

量却与其他区不相上下。而下城区、拱墅区和上城区床位
缺口巨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三个区域的老人中有意愿

象；
（c）若老人人数为2人或2人以上，则通过采用二维

进机构养老的比例尤其高，这与现代老人观念转变导致其
养老方式选择变化息息相关。

随机数表法确定调查对象：
（1）为了能够体现随机性，经过我们小组研究，发
现到达住户家中的时刻以及开始进行抽取调查对象的时刻
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我们通过两个时刻对应的秒数作
为我们的抽取依据，记到达时刻的秒数为

四、影响养老意愿的因素分析以及各因素对其影响
程度分析

，开

从表1可以看出，各个区域老人是否有意愿进入养老

；
始抽取时刻的秒数为
（2）首先将户内所有符合调查条件的成员（包括半

机构的比例差别悬殊。在拱墅区，72%的社区老人有意愿

年以上的暂住人口，如亲戚）按先男后女、同性别按年龄

养老机构。面对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数字，我们不禁思

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并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并计算

考，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呢？基于

符合调查条件的成员人数 k ；
（3）查阅事先生成的60个二维随机数表（编写函数

此，我们以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为因变量，以老人的

Gen Ran.m利用MATLAB实现），其生成规则如下：

入住养老机构，而在滨江区，只有22.67%的老人愿意入住

个人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一）变量赋值

对于每一个随机数表，其规格应为60行6列，第k列任
意一行为从1-k中随机抽取的一个数。

我们采用变量赋值对问卷中每个题目的选项进行赋
值，如问卷中第2题：

=
j 0=
取j 60 ）二维
（4）查找规则为在第 k 个（当
随机数表，选定第 k 行（当
=
j 0=
取j 60 ）第 k 列所对应
的数字所对应序号的老人为该住户的调查对象。
（注：杭州八区人口数和主要乡镇及街道数据引自
《杭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您的年龄：A．60-70

C．80以上

选项A被赋值为1，选项B被赋值为2，选项C被赋值为
3。以此类推，我们将各区的调查结果进行赋值和统计，
得到如下变量赋值表2：
表2

回归变量赋值表

变量

三、床位缺口分析

B．70-80

变量解释及赋值

y老人进入养老院愿 虚拟变量：有意愿=1，没有意愿=2

合理配置资源，使资源得到有效使用是经济发展的一
项主要任务，而养老机构床位缺口是资源配置中的重要问
题，于是进行杭州市各区床位缺口分析。根据问卷调查结
果计算得到各区有入住意愿的老人比例，各区60岁以上老
人数量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网站中2011年末的数据，各区
现有养老机构床位数来源于《2011年浙江民政统计资料汇
编》，将上述数据进行整理后得到表1各区养老机构床位
缺口数。
表1

杭州市各区床位缺口数

x1性别

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2

x2年龄

定序变量：60-70岁=1，71-80岁=2，80岁以上=3

x3受教育程度

定序变量：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
大学及以上=4

x4身体状况

定序变量：能自理=1，半自理=2，不能自理=3

x5居住条件
x6子女数量

西湖区 上城区 江干区 滨江区
有入住意愿老人比例A
各区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万人）B
各区床位需求数（张）C=A×B
各区现有床位数（张）D
各区床位缺口数（张）E=C-D

33.33%
9.26
30,867
3226
27,641

54.67%
8.02
43,843
1183
42,660

38.67%
7.28
28,149
2436
25,713

22.67%
2.07
4,692
340
4,352

余杭区 下城区 拱墅区 萧山区
有入住意愿老人比例A
各区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万人）B
各区床位需求数（张）C=A×B
各区现有床位数（张）D
各区床位缺口数（张）E=C-D

26.67%
15.56
41,493
3,009
38,484

64.00%
8.36
53,504
1,331
52,173

72.00%
6.62
47,664
1,483
46,181

38.67%
22.82
88,237
5,859
82,378

从表1中可以发现，各区床位数的缺口都非常大，尤

x7与家庭成员关系
x8每月支出

虚拟变量：单身独住=1，夫妇俩同住=2，与子
女同住=3，与配偶子女同住=4
定类变量：0个=0，1个=1，2个=2，…，7个及
以上=7
定序变量：很好=1，比较好=2，一般=3，不太
好=4，很不好=5
定序变量：800元以下=1，800-1600元=2，
1600-2400元=3，2400元以上=4

（二）选择解释变量
经过多次回归，最终在老人的8个个人特征：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居住方式、子女数量、与
家庭成员关系、每月支出中，选择年龄、居住方式、每月
支出3个作为解释变量，最佳模型系数见表3。
（二）回归分析
从表3可看出，各区数据的回归结果都比较好，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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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度均在0.5以上，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认为这三个

区域养老机构床位缺口巨大。为探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

解释变量与因变量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种床位缺口大但入住率却很低的现象，我们进行了养老机

分析各个解释变量发现，年龄与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

构满意度分析。

意愿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的老人越倾向于进养老机构；

本调查定义养老机构满意度为社区老人对养老机构的

居住方式与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呈正相关，即独居老

期望与目前养老机构所能提供的条件这两者之间的符合

人比与老伴或者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更倾向于选择进养老

度，符合度越高，满意度越高。

机构；生活开支与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呈负相关，即

根据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设计，我们选择医疗设施
及服务、文体娱乐、硬件设施、是否可选择室友、房间类

生活开支越大的老人越倾向于进养老院。
分析各区的数据发现，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的影
响因素中，生活开支对老人进养老机构的意愿影响程度

型、伙食状况、伙食价格、收费水平8个指标，计算每个
老人对每项指标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最大，居住方式次之，年龄因素最小，而这三个区的老人

（一）满意度评分标准

生活开支较其他各区高，独居老人也较其余各区多，这就

由于不同指标涉及的题目类型不同，评分方法也有所

解释了这三个区老人愿意进养老机构比例及养老机构入住
率最高的现象；萧山区、余杭区的影响因素中，同样是生
活开支对老人进养老机构的意愿影响程度最大，居住方式
次之，年龄因素最小，但这两个区的老人生活开支相对较
低，独居老人也较少，这也解释了这两个区老人愿意进养
老机构对的比例及养老机构入住率较低的现象；对滨江区
老人入住意愿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是年龄，而根据2011年

不同，具体方法如下：
1、将医疗设施及服务、文体娱乐、期望的基本设施
三个多选题归为一类评分。
以医疗设施及服务项为例，该题目为：您希望养老机
构的医疗设施及服务（

）。

A.有基本应急设施和医务人员；B.有定期身体检查；
C.与附近医院建立合作关系。

末人口普查结果，滨江区60岁以上老人占全区人口的比例

若老人对医疗设施及服务有3个要求，养老机构能满

仅为12.95%，为八大区最低，最高的上城区老人比例为

足其所有要求的，得1分，不能满足其中1个要求的，得

24.46%，这说明滨江区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3分，不能满足2个要求的，得1/3分，所有要求都不能

是滨江区老年人口较少；而西湖区和江干区老人的生活开

满足的得0分；若老人有2个要求，养老机构能满足其所有

支处于平均水平，居住方式以与子女同住居多，老年人口

要求的，得1分，不能满足其中1个要求的，得1/2分，不

比例在八大区中也处于中间水平，因此这两个区的老人愿

能满足2个要求的，得0分；若老人仅有1个要求，养老机

意进养老机构的比例及养老机构入住率也处于中间水平。

构能满足其要求的，得1分，不能满足其要求的，得0分。

表3

年龄

文体娱乐项目、硬件设施也按照这个规则进行评分。

影响养老意愿因素回归分析
西湖区

上城区

江干区

滨江区

-0.0425

-0.0027

-0.0981

-0.4323

居住方式

0.2267

0.2132

0.1864

0.0535

生活开支

-0.3028

-0.3753

-0.3449

-0.0923

常数项C

1.8093

2.1147

2.0707

2.5278

R2

0.6427

0.6760

0.6042

0.6701

F

42.5635

49.3765

36.1327

48.0707

p

0.0301

0.0220

0.0413

0.0278

余杭区

下城区

拱墅区

萧山区

年龄

-0.0298

-0.0253

-0.0801

-0.0940

居住方式

0.1073

0.1701

0.2057

0.2466

生活开支

-0.4317

-0.4481

-0.3889

-0.4217

2、将是否可选择室友、房间类型、伙食状况三个单
选题归为一类评分。
以房间类型一项为例，该题目为：您希望在养老机构
住的房间是（
A．单人间

）。
B．双人间

C.多人间（多于2人）

若养老机构能满足老人对房间类型的要求，则得满分
1分，若不能满足，则得0分。房间类型、伙食状况也按照
这个规则进行评分。
3、将伙食价格、养老机构费用水平归为一类进行评
分。
以伙食价格为例，若养老机构的伙食价格在老人能承

2.2628

2.3102

2.0838

1.7443

受的范围之内，则该项得满分1分，若在老人承受范围以

R

0.6798

0.6201

0.7171

0.7838

外，则得0分。费用水平也按照这个规则进行评分。

F

50.2569

38.6238

59.9972

85.8251

按照上述方法，得出每位老人对自己所在区最好的养老

p

0.0115

0.0356

0.0240

0.0443

院的满意度S1和最差的养老院的满意度S2，并求出两个满意

常数项C
2

度的平均数T，T=（S1+S2）/2。对每个区每位老人的T值求平

五、各区养老机构满意度分析
通过对《浙江民政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分析我们得
知，萧山区和余杭区的入住率均不高，但表1表明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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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个区得到一个M，M=(T1+T2+......+Tn)/n。
（二）满意度评分结果
最终各区各个项目满意度评分结果如下：

林清清，等：杭州市养老机构现状及需求调查——基于区域差异性的视角
表4

杭州各区养老机构评分表

项目
西湖区 上城区 江干区 滨江区 余杭区 下城区 拱墅区
医疗设施及服务
0.61
0.79
0.72
0.16
0.21
0.45
0.55
文体娱乐
1
1
1
1
1
1
1
硬件设施
1
1
1
1
1
1
1
是否可选择室友
0.11
0.09
0.09
0.33
0.13
0.3
0
房间类型
0.93
0.95
0.98
0.5
0.91
1
1
伙食状况
0.88
0.8
0.64
0.7
0.78
0.75
0.62
伙食价格
1
0.73
0.97
0.88
0.83
0.95
0.9
养老机构费用水平 0.86
0.55
0.97
0.75
0.79
0.95
0.97
总分
6.39
5.91
6.37
5.32
5.65
6.4
6.04

萧山区
0.07
1
1
0
1
0.92
0.86
1
5.85

区域 经 济

六、调研结论与优化杭州市老年机
构建设的若干建议
各区养老机构的缺口都很巨大，尤其
以萧山区、下城区、拱墅区和上城区最为
严重，缺口在4万张床位以上。萧山区的
巨大床位缺口主要是由于该区域老年人口
众多但目前已有床位数相对较少，而下城
区、拱墅区和上城区床位缺口巨大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三个区域的老人中有意

（三）满意度结果分析

愿进入养老机构的比例尤其高。根据此次调查我们预测，

1、医疗实施及服务方面，西湖区、上城区、江干区

各区的缺口会不断增大。

的满意度比较高，而滨江区、余杭区、萧山区的养老机构
则做得远远不够，满意度很低。

根据回归分析发现，老人的年龄、居住方式、每月生
活开支与其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年

2、老人对所在区养老机构的文体娱乐和基本设施均

纪越大、每月生活开支越高、居住方式为独居的老人进养

表示满意，表明各区养老机构普遍具备健身设施，并为老

老机构的意愿越强烈。而这三个因素对各区的影响程度也

人组织棋牌类活动和文艺类节目，同时电视机、空调、电

有一定的差异。

热水器、独立卫生间也已经成为养老机构房间内的标配。

调查发现，各区养老机构的具体情况迥异，包括医疗

3、在室友选择方面，各区的满意度都很低。这是因

设施及服务、文体娱乐项目、基本设施、伙食情况、收费

为老人的需求与养老机构的工作产生了矛盾，老人自然希

标准等各有不同，而各区老人的需求也有着地域的差别。

望能自己选择室友，但自由选择室友会给养老机构带来很

通过满意度分析发现，总体满意度较高的区域，目前养老

多管理上的不便，并且增加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根据我

机构床位入住率较高，而萧山和余杭的总体满意度相对较

们的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养老机构都是由机构安排，若老

低，床位入住率则比较低。满意度分析表明了目前的养老

人间确实有不可协调的矛盾，可向养老机构提出更换室友

机构建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满意度分析结果为各区

的申请。

养老机构的再建设提供了方向，使各区政府能建设更多满

4、除滨江区外，其余各区老人对房间类型的满意度
都比较高，这是因为其余各区养老机构基本上提供多种类

足该区老人实际需求的养老机构，优化资源的配置，并且
做到扬长避短，构建更好的社会养老环境。

型房间如单人间、双人间、多人间等，满足老人的不同需

综上所述，我们的建议如下：

求，而调查的2个滨江区的养老机构，均只提供双人间，

（一）弥补养老机构床位缺口

因此满意度较低。

参考本调查得出的各区养老机构床位的缺口数量，在

5、各区老人对所在区养老机构的伙食状况和伙食价

各区增加相应的床位。当然弥补这么大的缺口并不是能一

格都基本满意。根据调查，部分养老机构实行包餐制，另

步到位的，但至少指明了一个方向，即在未来的若干年内

外一部分在包餐制的基础上也提供点餐服务，由老人自行

养老机构的增加是大势所趋，且人民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在

选择。而每天的伙食费基本在10-15元，若选择点餐，费

未来几年内也会越来越大。

用会有所增加。

但是，弥补如此巨大的养老机构床位缺口，对政府来

6、在对养老机构费用水平的满意度上，上城区最

说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我们不禁思考是否可以让民

低，萧山区最高，根据我们的调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营企业来经营养老机构，即采用创新的养老机构运营模

萧山区很多镇上的养老机构都是专门为一些“三无”老人

式——“民办公助”和“公办民营”。

设立的，因此收费很低。如本次调查中的萧山区社会福利

对已有的民办养老院实行“民办公助”的方式，即政

中心就是专收复退孤老军人、城镇“三无”老人，萧山区

府对私人养老院的建立及经营进行部分补贴，降低民办养

浦阳镇敬老院中“三无”老人可享受免费入住的待遇。杭

老院的建设及运营成本，从而降低民办养老院收费高这一

州市养老机构的基本收费大部分在1500-2000左右，护理

硬性门槛，让民办养老院更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政

费用按照护理等级另算。

府可以对民办养老院按每月每张床位进行补助。

7、萧山区和余杭区的满意度总分在八个区域中相对

对未来建设的养老院则采取“公办民营”的办立模

较低，医疗设施及服务项目满意度评分尤其低，这也在一

式，并将现存的公立养老院逐步转化为“公办民营”型。

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萧山和余杭存在床位缺口大但入住

“公办民营”是指主管部门将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及老年文

率却很低的现象。

体服务等场所及设施，采取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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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基础上改变经营方式，实行管理引进。

关系，方便老人治病。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主要负责监管，而把经营权、管理

2、共同性建议

权、服务权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委托给企

（1）室友选择。在老人的入住申请表中添加一栏

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或个人，吸收民间资本，转变

“室友要求”，尽量按照老人的需求为其安排室友。总的

经营机制，实现养老服务机构独立法人实体运营。这样既

来说还是以机构安排为准，但若老人间确有不可协调的矛

可以降低养老院入住费用，又可以减轻政府负担。

盾的，可向机构申请调换室友。

此外，目前国外已经有成熟的社区养老模式，即以家

（2）伙食状况。在包餐制的基础上提供点菜服务，

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居家老人照料服

或者采用多种菜色的包餐制，即虽然是包餐制，但为老人

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

提供多种菜色的选择。

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我们也可以参照国外的社区养老模
式，在杭州开展试验点，逐步探索适合杭州老人的社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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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余杭区，伙食方面的措施则参考江干区。

队的每一位成员，不畏酷暑，坚持完成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环节，在数据

（9）萧山区。加强医疗设施及服务建设，在机构内

处理和报告撰写中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认真处理分析。在此，我们再次

设有基本的医疗设施和配备相应医务人员的基础上，为老

向各位给予帮助的老师和各个组织负责人以及接受我们问卷调查的各位

人组织定期的体检，如果可能的话，与周边医院建立合作

市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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