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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鹏飞 施雪

日前，浦东法院结合《上海市养老

机构条例》实施，发布了近年涉养老机

构纠纷案件受理情况。法院透露，2014
年上半年，该院受理的涉养老机构纠纷

案件约逾去年总量 60%。同时，2013
年，该院受理的此类案件总量同比增长

了 82%。

《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今年6月1日
正式施行，鼓励开办养老机构，对于解决

养老床位供需矛盾、丰富养老机构形式、

方便就近养老等都有重要意义。然而，浦

东法院分析诉讼情况发现，养老机构运营

还面临一些困境。

“尽护理义务”成争议焦点

目前，进入养老行业的民营资本往往

规模小、资金实力弱、经营稳定性差，属于

相对“弱势”资本。浦东法院惠南法庭的

辖区是浦东养老机构聚集地，庭长徐平

说，“从纠纷情况看，养老机构出于经营和

成本考虑，往往护工培训不到位、入住条

件不合格、经费来源无保障。”去年至今年

6月的案件中，近60%为生命权、健康权纠

纷。案件中，养老机构是否尽到护理义务

是争议焦点。

此外，老年人经济能力相对有限，不

可能承受高昂的住院费用。同时，由于认

知、行动能力下降等，老年人属于伤、病高

发的“弱势”人群。“部分子女也存在错误

认识，认为把父母安置在养老机构中就可

以一劳永逸，不用再履行探视和经济上的

赡养义务。一旦发生意外，将全部照料义

务甚至监护责任归于养老机构，赔偿期望

值高，且容易情绪激动。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增加了纠纷调处的难度。”徐平提到。

浦东法院统计的这些案件中，法院实际判

赔的金额是原告要求总额的约 29.5%，原

告的心理期望值与实际赔偿差距较大。

增强养老机构法律意识

徐平认为，处理涉养老机构纠纷案件

有两大挑战，首先在于理念，一方面要鼓励

行业发展，维护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的

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维护行业规范性。两者之间要不断进

行权衡。其次在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此

类案件常涉及服务合同责任、养老机构安

全保障义务下的侵权责任、第三人侵权责

任和子女监护责任相互交叉，各种责任对

于损害结果的作用系数认定难度大。

在纠纷预防上，徐平建议关键在于加

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入住人员分类管

理、合理看护，组织定期护理知识培训和

检查，将摄像头等作为必需设备，增强养

老机构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

至于纠纷处理，惠南法庭目前实行联

席会议机制，组织司法所、镇民政部门、村

居委、行业协会、当事人等召开联席会议，

搭建平台，共同调处个案纠纷、梳理并提

出养老机构护理过程中的不足、向管理者

反馈行业现状，实现养老机构纠纷个案化

解与举一反三的结合。

对于养老机构的伤害事故责任风险，

徐平提出可以社会化解决，建立专门基

金、强制购买商业保险等。要从根本上解

决养老机构入住难、经营难的问题，徐平

建议，“除了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外，还可

以推广就近方便的社区养老、以房养老

等，丰富养老形式。”

现有的养老机构如何优化，徐平也有

自己的看法。去年5月1日，上海发布了全

国首个老年照护等级评估地方标准。“但我

国尚没有对养老机构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的

办法。”徐平建议可以区分重度护理、中度

护理和轻度护理三个等级的养老院，或根

据资金规模、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将养老

机构划分为复合型和单一型、分类管理，实

现老年人分流养老，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新区涉养老机构纠纷案同比上升
法官建议：社会化解决伤害事故责任风险 分类管理养老机构

抑郁老人单独外出
意外身故原因成谜

2013年 6月，孙某送父亲到福利院。

当时，在入住协议附件中，他写明，“我不

同意老人自主决定外出。”

入院体检显示，孙父有抑郁倾向。当

年9月初的几次护理交班报告上，也都记录

孙父情绪反常。9月12日9时，孙父借口买

牙膏，在门卫填写《请假外出登记表》后离

开福利院。没想到，这一去却再也没能回

来。下午2时许，公安部门从某河道里打捞

上来一具尸体，福利院辨认是孙父。

就赔偿事宜，双方因未能达成一致，

诉至法庭。福利院认为“老人不能自主外

出”的约定限制了老人自由，违反了法律

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承办法官叶利芳指出，“老人不能自主

外出”条款手写记入附件，是合同的一部

分。福利院是合同制作者，负有更多的解

释和审核义务。从孙父抑郁倾向和入院后

认知、情感能力及情绪反常等记录看，不允

许自主外出有利于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对

此，孙父也签字同意，不存在无效情形。

综合福利院违约行为和孙父死亡之

间因果关系的大小，法院酌定福利院承担

孙父死亡所致损失的25%。

如厕突发脑梗摔伤
家属放弃治疗死亡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2 点 40 分，许某

突然接到敬老院电话，“许先生赶紧来，你

奶奶昏倒了。”5分钟前，徐奶奶被发现

昏倒在卫生间。敬老院给她做了基本检

查，喂服保心丸后，赶紧通知了许某。

到敬老院后，许某通知了其他家属。

等大家都到齐后，于 14 点 50 分拨打了

120。23分钟后，到达医院急救。又过了

7分钟，医院开出病危通知。次日9点，徐

奶奶仍神志不清，呼之不应。医院告诉家

属病情后，家属放弃CT检查等，只要求

对症一般治疗。中午时分，医院再次通知

风险后，家属要求转入社区卫生中心。第

三天下午5点，徐奶奶死亡。医学证明书

上记载“直接死亡原因为脑血管意外”。

家属认为，老人护理等级为专护，即便

老人上厕所也要有专人陪同。但因敬老院

护理不到位，老人这才摔倒从而诱发疾病。

承办法官杨爱萍指出，“被侵权人有

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综合各方

因素，法院认定老人是自身疾病导致昏

倒，而非摔倒导致自身脑血管意外。并

且，家属送老人治疗的一系列举动可见，

已考虑老人年纪及病情放弃了治疗。

此案中，老人护理等级为专护，晕倒

在卫生间无人“专护”，敬老院在护理上确

实存在一定瑕疵。据此，法院酌定敬老院

支付原告1.8万元。

护理级别评估调整
拒绝提高付费标准

2010年12月，袁某送老父入住老年公

寓，由公寓提供养老服务，双方还签署协

议，约定福利院可根据身体情况变化调整

护理等级、入住房间、床位及护理费。当

时，袁父护理等级为专护二级，900元/月。

2011年2月15日，经评估，袁父自理能

力为“中度依赖”，护理级别降低为“一级护

理”。2013年4月20日，经再次评估，袁父

自理能力为“重度依赖”，护理级别又回到

了“专护二级”。而此时，按照相关规定，该

级别护理费标准已由每月 900元提高到

1800元。对 20日的评估报告，袁某有异

议。评估事务所复评后，仍为“重度依赖”。

2013年 8月 1日，袁某拖欠护理费超

过两个月，老年公寓书面通知办理离院手

续，未果后诉至法院。

主审法官韩伶指出，“根据协议约定，

老年公寓有权根据袁父身体变化，及时通

知其变更护理等级并对费用做出调整。”

袁某在护理等级变更表上已经签名确认，

2013年 5月 18日还按照变更后的标准支

付了养老费用，应视为双方已协商一致。

而后，袁某虽对评估报告、复评报告等有

异议，但没能提供充分证据，因而拒绝支

付护理费用，没有充分理由。

据此，法院判定双方解除合同，合同

解除后，袁父搬离老年公寓，袁某应协助

搬离并支付拖欠的托管费、护理费等 1.2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

■实习生 孟淑婷 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7月 26日，由市司法局团工委发起，

市监狱管理局团委、市戒毒管理局团委和

浦东新区律师团委联合举办的“2014上海

青年法律人健康公益日”活动暨三家团委

共建启动仪式在浦东举行。

三家团委共建活动在滨江大道拉开

序幕。“昂扬青春活力，维护公平正义。”身

着不同颜色衣服的 200余名青年法律人，

在三家共建单位的团委书记签署合作共

建协议后共同宣誓。

“在党建带团建的原则指引下，我们

有责任和义务为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做出

我们的贡献。”新区律师团委书记吕琰说

道。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朱毅敏，新区司

法局副局长、律师党委书记刘龙宝也认

为，活动体现了青年法律人的气质，以及

对社会的一种价值。

在荣誉领跑员、著名足球运动员孙吉

的带领下，200余名青年法律人以全程 3
公里健康跑的形式，为公益日活动拉开了

帷幕。

健康长跑后，举办方还在活动现场搭

建了便民咨询平台，为近百名市民免费提

供法律、健康咨询及禁毒宣传等专业服

务，并发放了健康小贴士。

青年法律人健康跑展活力
200余名青年法律人进行3公里健康跑。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截至今年 6月底，塘桥区域已经有社

会组织 100余家，它们在各领域发挥着自

己的作用，成为加强社会建设、增强社会

和谐的重要力量。7月25日，塘桥社区社

会组织党建联合会成立，在联合会的作用

下，基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将获得整

体提高。

作为沪上首家社会组织党建联合会，

塘桥社区社会组织党建联合会承担了三项

任务。第一项任务是通过推进公益民生，

引领社会组织推动文化繁荣，带动社会发

展，进一步体现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组织的

核心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

二项任务是以开发的理念，搭建各领域的

社会组织交流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联

合会的成立，将拓宽社会组织的工作领域，

扩大各自的组织覆盖，构建共存、共荣、共

赢的工作格局。”

成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联动的载体

是联合会的第三项任务。“我们会为社会

组织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搭建各类载体，

提供社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的公共产品，

实现共享资源、维护群体利益，使社会组

织党组织的活动蓬勃发展，共同服务群

众，惠及百姓。”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自新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新区社

会发展基金会、新区社工协会等社会组织

党组织负责人、党建联络员近 70人参加

了当天的成立大会。会上审议通过了《塘

桥社会组织党建联合会章程》、《塘桥社区

社会组织党建联合会选举办法》和《社会

组织党建联合会理事建议名单》，并通过

理事会议推选产生了联合会会长、副会长

和秘书长。

“在党建联合会的作用下，社会组织

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集聚人才，充分发

挥他们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

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相关负责人介

绍称，将来联合会将通过探索党建工作，

规范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升社区和社

会组织、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间相互促进

发展的新局面。

体现党的先进性 搭建交流平台 成为活动联动载体

塘桥成立社会组织党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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