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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闻

河北沧州：搭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创新居家养老方式
精准投放养老服务资源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沧州老
年大学内的居家养老服务智能
信息平台，一块名为“智慧居家
养老大数据运营指挥中心”的巨
型屏幕映入眼帘，10 余名工作人
员在这个大屏的统一调度指挥

下有条不紊地开展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智能信息平

台负责人姚新国介绍，平台占地
200 余平方米，根据设计容量，可
为沧州市 20 万老年人用户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的信息化支持管
理服务，服务能力可覆盖沧州市
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群体。

一旦老人在家中有保洁、送
餐、就医等需求，他们只需按下
平台给安装的“一键通”，就会连
接到“居家养老服务智能信息平
台”， 平台就会根据老人的需求
指定服务人员上门服务。

在服务完成后，老人把服务
卡放在服务人员自带 NFC 功能
的手机背面，手机屏幕上就显示
出服务项目的名称和费用，选取
完成，支付成功后老人即时对服
务进行满意度评价，所有数据自
动上传系统，便于回访监督。

“运河区现有 80 岁以上老
年人 7000 人，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有 7.4 万人 ， 占总人口的

14.48%，老龄化、高龄化形势日益
严峻。 ”运河区民政局局长穆树
革说，立足解决好数目庞大的养
老问题， 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
年、老有所养，2016 年 5 月，运河
区创新居家养老方式，通过招投
标在全省率先建立起运河区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辖区 80
岁以上老年人以及 60 岁以上特
困、孤残、失独、五保等特殊群体
提供每月 100 至 200 元不等的居
家养老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为老
年人提供专业的营养餐配送、家
政、医疗保健等。

“通过平台，我们可以非常清
晰地看出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服务
的需求情况， 也可以看出某个时
段、 某个片区老年人的个性化需
求。 ”姚新国说，“通过需求研判，
我们及时优化服务项目， 不断满
足老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

“正是因为有了平台服务大
数据作为基础，政府精准投放养
老服务资源就有了非常科学的

参考意见。 ”运河区民政局副局
长黄金砚表示，“工作中，我们对
平台整体工作情况进行实时督
导，指导平台针对老年人用户的
服务需求持续调整和改进服务
设计，实现了政府对居家养老服
务工程全流程的实时监管。 ”

截至今年 8 月底，运河区入
网老人总数已有 9540 人，其中在
网老人 6913 人，运河区累计向入
网老人发放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3686.57 万元，老年人累计享受各
类居家养老服务 46.08 万次。

服务专业周到
和子女一样贴心

“您好，我是居家养老服务
智能信息平台话务员王芳，请问
昨天您是不是通过平台申请做
的保洁？玻璃擦干净了么？厨房、
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么……”9
月 9 日上午 10 时 23 分， 居家养
老服务智能信息平台话务员王

芳正在给 87 岁的张淑香老人做
电话回访。

“在平台，我们每天能接收
到大约 200 多个老年人服务需
求。 ”王芳说，接听老人电话后，
他们会详细询问老人的养老服
务需求，并根据老年人的服务需
求向中心所属的各个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派遣服务。

在王芳的带领下，记者走进
位于运河区中心家园小区的张
淑香老人家中，老人家里摆放的

“一键通” 和防走失智能腕表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

“一键通”是平台为老人安
装的呼叫设备，一旦老人生活上
有需要，只需要摁一下，就可轻
松连接居家养老服务智能信息
平台，全天候享受服务。

老人戴上防走失智能腕表，
一天内、一周内、一月内的活动
轨迹，都会显示在平台的大屏幕
上， 并且轨迹能精确到 3 米以
内， 这是老人的安全活动范围，
一旦老人超出安全范围，工作人
员和老人的子女就能及时发现。

“咱这平台真不错，用起来
很方便，有需要时按一下‘一键
通’按钮，就有人接电话，还有人
上门服务，结算的时候拿出卡一
刷就行了；戴上智能腕表，出门
自己和子女都放心。 ”张淑香说。

前不久， 张淑香老人发现家
里卫生间地面湿乎乎的， 找了半
天也没发现漏水点。于是，她拨通
了平台服务电话， 仅过了 20 分
钟， 维修师傅便上了门。 经过检
查， 发现两个水龙头存在渗水问
题。 不到 10分钟，就维修完毕。

“平台给我们老年人提供的
服务是真心的好！ 现在子女们都
在外奔波，家里有个急事，有时
也不能及时赶到。 现在好了，有
需求只要呼叫平台， 不到半小
时，服务人员准能上门，服务周
到热情，和子女一样贴心！ ”张淑
香说。 （据《河北日报》）

一届冬奥会的圆满举办，离
不开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北
京冬奥会期间，志愿者也将成为
这场盛会的一道风景线。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
目前，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
招募工作基本完成，赛会志愿者
培训工作全面展开。

此前据《人民日报》报道，北
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
突破 100 万，其中 18-35 岁人群
占比超过 95%。 据悉，经线上、线
下面试， 北京冬奥组委的 41 个
业务领域已从报名的志愿者中
录取了近两万名志愿者，大部分
来自北京与河北两地的高校。

对于落选的报名者，北京冬
奥会组委会也发出了真诚暖心
的鼓励信。 北京冬奥组委副秘书
长徐志军表示，入选的志愿者将

接受一系列培训：“让志愿者们
带着技能上岗， 练就本领离岗。
没能入选赛会志愿者的申请人，
还可以参与城市志愿服务，为冬
奥会贡献力量。 ”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志愿者将为北京、河北两地
三个赛区的 12 个竞赛场馆，3 个
训练场馆、26 个非竞赛场馆，以
及其它重点服务设施场所提供

服务。 服务类别包括对外联络、
竞赛运行、 媒体运行与转播、场
馆运行等十大类。

志愿者培训将以通用培训
为基础， 根据志愿服务岗位不
同，还将进行专业培训、场馆培
训和岗位培训。 此外，各志愿者
来源高校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通用培训方案。 根据
计划，赛会志愿者的通用培训将
在 12 月底完成。 各场馆或设施
正式运行前 7 天，赛会志愿者上
岗后，将进行场馆和岗位培训。

北京语言大学冬奥会志愿者
通用技能培训班在 10 月 31 日开
班，培训班为期 3 周，内容包括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服务
礼仪及注意事项、 志愿者心理及
身体健康管理培训、 应急救护理
论、防疫手册知识讲解、冬奥英语

通用和专用词汇讲解等。
北京语言大学团委书记杨

天乔表示：“志愿者绝对不仅仅
是服务， 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
沟通、交流。 通过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志愿服务活动，有更多的外
国朋友可以了解我们国家，认识
我们的文化。 ”

清华大学也将有 900 多名师
生志愿者服务于北京冬奥会。

日前，该校举行的志愿者工作
动员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
勇表示， 在中国首次举办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 北京将成为全球首
个“双奥之城”的历史节点，能为
冬奥冰雪盛会贡献一份力量，将
是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期待
各位志愿者在接下来的百余天志
愿工作中，用微笑和服务为奥运盛
会注入青春风采。 （据澎湃新闻）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招募基本完成，培训工作全面展开

首都高校冬奥、冬残奥志愿者誓师大会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在居家养老服务智能信息平台，工作人员正在对完成的服务进行回访（图片来源：《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老人在家中有保洁、
送餐 、 就 医 等 需

求， 只需按下安装的 ‘一键
通 ’，就会连接到 ‘居家养老
服务智能信息平台’，平台就
会根据老人的需求 ‘送服务
上门 ’； 老人在享受完服务
后， 只需刷政府发放的养老
服务卡即可结算费用……在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这个
‘居家养老服务智能信息平
台’ 被当地老人形象地称为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运河区创新发展‘互联
网+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建
立居家养老服务智能信息平
台，为老年人开展 8 大类 50
余个服务项目。’运河区副区
长刘城表示，至今，平台已累
计入网用户 9540 人，服务派
单 46 万 人 次 ， 服 务 流 水
2550 万元，用户满意率始终
保持在 99.5%以上。

在现代‘四二一’家庭结
构以及社会竞争加剧、 生活
节奏加快的背景下， 养老服
务如何精准投放？ 信息化服
务如何实现？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来到河北第一个启动政
府居家养老服务工程的县级
单位———运河区蹲点调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