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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助老”公益行动将在 15个城市开展
随着我国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智能化服务得到广泛应用，深刻
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社
会治理和服务效能。

但同时，我国老龄人口数量
快速增长， 不少老年人不会上
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
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
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
来的便利，老年人面临的“数字
鸿沟”问题日益凸显。

为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
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
难，让老年人更好共享信息化发
展成果，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老龄办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智慧助老” 有关工作的通
知》。《通知》提出，要开展五项

“智慧助老”行动。
一是开展优秀志愿服务项

目评选活动。 全国老龄办将联
合共青团中央开展“智慧助老”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评选工作，

从全国遴选 50 个在“智慧助
老” 方面表现突出的志愿服务
项目和团队，集中组织培训，选
树示范典型。

二是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
训送书活动。 为便于老年人更好
地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全国老龄
办、 中国老龄协会组织编写了

《玩转智能手机———开启老年幸
福生活》，并配套教学视频，由华
龄出版社出版。 各地要以多种形
式，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送
书和培训活动，聚焦出行、就医、
消费、办事、文娱等老年人日常
生活涉及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
景，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进行

培训，帮助老年人消除智能手机
使用障碍，融入乐享智能生活。

三是开展“智慧助老”公益行
动。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
的指导下，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滴滴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智
慧助老”公益行动，将在北京、天
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
济南、郑州、武汉、广州、深圳、重
庆、成都、西安等 15 个城市招募
20000 名骨干志愿者，组建“智慧
助老”志愿服务队，针对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开展培训， 为广大老
年人提供帮助。

四是开展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舆情监测工作。 全
国老龄办将定期搜集、 整理、汇
总媒体和网络上反映的解决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舆情
信息，编发简报信息，为各地有
针对性地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提供参考借鉴。

五是开展“智慧助老”系列

宣传活动。 全国老龄办将利用春
节、全国志愿者日、全国敬老月
等时间节点，发起与“智慧助老”
相关的话题讨论，吸引社会各界
关注，扩大“智慧助老”行动的社
会影响力。 各地要注重加大宣传
力度，依托广播、电视、报纸以及
各类新媒体平台，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
活动， 广泛宣传“智慧助老”活
动，不断提升“智慧助老”行动的
知名度，动员越来越多的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及志愿者、老年
人等参与“智慧助老”行动，帮助
老年人解决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提升老年人在信息社会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通知》强调，各地、各涉老
社会组织在开展“智慧助老”活
动中，要紧紧围绕老年人实际需
求，注重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
保各项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 � 6 月 8 日 ，在 “团圆·我们在
行动” 四川遂宁分会场，57 岁的
何秀清抱住自己被拐 31 年的儿
子，喜极而泣。

感人的重聚场景同样出现
在山东济南 、江苏徐州 、河南平
顶山等认亲现场。 由公安部刑侦
局组织的本次活动共有 11 组家
庭举行认亲。 “‘团圆’行动开展
以来， 各地累计组织认亲近 700
余场。 我们想通过这类活动，让
广大群众共同见证与失散亲人
团聚的喜悦，同时给仍在苦苦寻
亲的父母和孩子信心、鼓励。 ”公
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说。 据
介绍 ，截至目前 ，全国公安机关
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2066 名，侦
破拐卖儿童积案 116 起 ，抓获犯
罪嫌疑人 278 名。

运用科技手段
组织专案侦查、协同核查

“人民群众迫切盼望的，我
们一直没有放弃。 ”公安部刑侦
局相关负责人说，为了全力侦破
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拐卖儿
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踪被
拐儿童，今年 1 月开始，公安部
开展“团圆”行动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重要实践之一，坚持从
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抓起，用
心用情用力帮助群众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

“由于当年技术水平限制、
证据获取难等原因，拐卖儿童积
案没有及时侦破。 ”公安部刑侦
局打拐办处长刘景杰介绍，近些
年随着科技发展进步、办案能力
提高，公安机关有能力也有精力
全力侦破此类积案。

据介绍，在“团圆”行动中，

各地公安机关认真梳理拐卖儿
童积案卷宗、证据线索、在逃嫌
疑人， 对重大案件组织专案侦
查、重点攻坚，综合运用新技术、
新手段深入研判，寻找案件突破
口、缉捕嫌疑人。

不久前，辽宁朝阳公安机关
成功侦破一起“团圆”行动中公
安部重点督办的拐卖儿童案。 专
案组运用新的科技手段、侦查措
施， 成功抓获 3 名潜逃 20 余年
的犯罪嫌疑人，同时通过走访调
查、DNA 检验等办法，与多地警
方合作，找回了 10 名被拐儿童。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跨
区域侦查协作机制日趋完善，密
切配合、 协同核查成为常态，为
‘团圆’ 行动开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 ”童碧山说。

建立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
织密安全网

“听说公安机关在开展‘团
圆’行动，能不能帮我找找丢了
44 年的儿子和女儿？ ”今年 3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新源县公安局接到辖区
居民张斯业报警称 ，1977 年 2
月，他的两个孩子在乌鲁木齐火
车站走失。

接警后，伊犁州公安局立即
采集张斯业血样，同时从其已亡
故妻子的遗物入手， 检验 DNA
信息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系
统。 多方协助下，今年 4 月，经复
核检验， 张斯业夫妇的 DNA 信
息比对成功。 5 月 20 日，90 岁的
张斯业老人终于与子女团圆。

“‘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对
于多年前采集、失去检验比对条
件的 DNA 样本， 我们努力重新

找到当事人采血检验，同时也可
以通过他们之前的生活用品提
取 DN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
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孙兵说。

2009 年，公安部建立了全国
打拐 DNA 数据库， 不断收集录
入被拐卖或者失踪儿童亲属的
DNA 以及相关信息。“前几年由
于技术限制， 采血获得的 DNA
信息较少，得到的比对结果过于
宽泛，不能准确确定比对对象。 ”
刘景杰介绍，“团圆”行动开展以
后， 我们对打拐 DNA 数据库进
行了清理，重新采集、扩充血样
数量，完善更新相关信息。

“‘团圆’行动中找到的失踪
被拐儿童里， 约 50%是基于今年
新采集到的 DNA 数据比对成功
的。 ”童碧山说。

据了解，为了促进各警种联动
实现现案现破、动员群众共同查找
失踪儿童，公安机关建立了儿童失
踪快速查找机制。各地警方接到孩
子走失报案后，将第一时间开展调
查，并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
发布平台上发布信息。 截至今年 6
月 15日， 该平台共发布儿童走失
信息 4828条， 找回 4730名儿童，
找回率达到 98%。

发动社会力量
继续对拐卖犯罪零容忍

据介绍，目前，我国 DNA 检
验技术及数据库建设处于世界
先进水平， 检验方法稳定可靠，
个体识别精准高效，成为查找认
定亲缘身份最准确的方法。

“我们希望动员全社会力
量，鼓励寻亲人员主动向公安机
关报案，并进行免费采血。 ”刘景
杰说，为方便尚未采血的失踪被
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和身
源不明人员采血，近期全国公安
机关在以前免费采血基础上，陆
续对外公布了 3000 多个免费采
血点地址和联系电话。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对已采
集的血样及时检验，持续开展技
术比对。 同时，公安机关希望广
大群众及时提供失踪被拐儿童
有关线索。

童碧山介绍，公安机关将继
续对拐卖犯罪零容忍，对查找解
救失踪被拐儿童零懈怠，让更多
的不幸家庭圆了团聚梦。

（据《人民日报》）

“团圆”行动，圆了团聚梦

� � 6 月 8 日 ，在 “认亲，我们在行动 ”济南主会场 ，张某（左 ）和吴某林 （右 ）拥抱着被拐的儿子 （新华
社记者 郭绪雷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