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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坤 苏兵

“你好，我想找个钟点工帮我打扫一下卫
生。”电话一响，博山“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云
平台上就显示出老人的地址和家庭情况。话务
员启动录音和三方通话，从12201个服务商中选
中了离这位老人最近的“张师傅”，三方交谈不
到两分钟，张师傅就和老人达成了协议。

负责“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热线的张
梅告诉记者，他们采用“互联网+”服务模式，
让越来越多老年人渴望获得更好、更舒适养
老体验的愿景得以实现。

淄博市博山区委书记刘忠远看得更远。
“博山区46万人，60岁以上老人达到了12万。照
顾好每一个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这是党委
政府应该做好的民生实事。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突如其来，我们更应当看到养老这个巨大
的消费市场。博山是著名的孝乡，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孝文化传承，博山森林覆盖率达到
60%，还是鲁菜的重要发源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适宜老人颐养天年。我们成立了由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的以生态养老为主业的PPP项
目公司，就是要做活做大养老产业。”

“曾几何时，我孝顺的‘代价’是失去了自

己的自由和幸福。”提起养老话题，市民康先
生“欲哭无泪”。

出生于1964年的康先生是著名的孝子，
作为独生子的他一直和年老多病的父母住在
一起。且不说因为观念不同时时出现的小摩
擦，单是生活方式和起居习惯不同引起的不
便，就让康先生疲于应付。一下班就赶紧回
家，几乎不参加任何应酬。一直到儿子18岁考
上大学，他才一狠心带着儿子出去旅行了十
天——— 这期间，只能让温顺的妻子在家里照
顾已经有点糊涂的父母。

“我将来肯定不会再让我儿子这么‘委曲
求全’，我腿脚不利索了就让家政服务员帮我
做饭收拾卫生，不能动了就到敬老院去。”康
先生说，相信到那时，各种温馨周到的养老服
务也应该一应俱全了。

群众的愁事，就是政府要做的实事。博山
区以整合资源，创建多元化养老模式为主线，
通过打造“1+3”养老服务体系，依托“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云平台，以家庭为核心、社区
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支撑，利用“互联网+”，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从源头上解决了
老工业区收入不高和社会遗留问题多带来的
养老压力，打造了具有博山特色的养老服务
新模式。

大数据解决服务对象全覆盖。博山区将
全区60岁以上老人的各种信息全部输入云平
台，只要老人拨通12349电话，他的姓名、住址、
电话、健康状况等相应信息就会显示在电脑
屏幕上，话务员就会按照老人需求，调出距离
最近的服务商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专业化提供精准服务。博山区精挑细选
了12201个各类服务商进驻平台，为确保服务
质量，博山区对服务商进行明察暗访，对服务
不好或者态度较差的服务商，一律实行淘汰
制。同时，72支专业志愿服务队的2000多名各
有所长的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为老人提供
更专业精准的义务服务。为解决服务人员缺
乏和服务水平不高的问题，博山区开展“千人
培训”计划，培养了大批具有老年常见病护
理、康复训练、保健理疗等技能的专业服务人
员，并将全区26处综合性养老中心，26处城市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42处农村幸福院有机
纳入整个互联网养老产业链中。

青龙山社区的刘萍手机上多了一款
APP，通过云平台中转，她可以利用手机对家
中老人进行远程关注，随时了解老人身体健
康状况。“老人不愿去养老院，在家我们又不
放心，通过视频照料就方便了，我们和工作人
员能双重看护。”

视频照料服务也是平台功能之一，根据
个人意愿，在居家老人家中安装视频对话系
统，工作人员可通过智能交互大屏随时查看
老年人生活起居情况，老人也可一个按键随
时接入服务中心，进行一对一专项服务，实现
了日间照料的无缝隙对接。

博山区更大的手笔则是投资19亿余元，
建设占地面积430亩的姚家峪生态养老中心
项目。该项目位于风景秀丽的姚家峪生态中
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社会福利养老中心、养
老公寓，配套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商业中心、
文体休闲中心和温泉养生会馆，将建成集生
态文化、医疗康复、休闲旅游、“互联网+”等特
色为一体，满足1万多名老年人休闲养老的特
色生态养老示范基地，项目已入选财政部第
二批PPP示范项目。

博山区区长聂玉彬告诉记者，博山区经
过认真调研，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生态优
势、文化优势，把目光瞄向了生态养老产业。
项目达成后，可实现直接就业4000人，另外老
人的衣、食、住、行可带动间接就业人群，形成
倍增效应，该项目的建成实施，保守估计可实
现约5000人的持续就业，2000户农民的脱贫致
富，将促进全区的就业、扶贫工作，对博山区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既是大民生 又是大产业
——— 看博山如何把养老产业做好做大做活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5月31日下午4点多钟，嘉祥县老僧堂镇
大靳村，几位穿红马甲、白大褂的“外人”拿着
电风扇、方便面、蚕丝被等生活物品来到贫困
户靳庆雷家，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给老人测
血压，还有人给他上小学的孙子辅导功课。

“听说这是县里来帮扶的，有政府的、企
业的，还有医生、老师。这一老一小过得很难，
这么多人帮忙，下步日子就好过了。”一位村
民说。据悉，这正是嘉祥县开展的党建“1+N”
组团结对帮扶活动的其中一支队伍。

从“一帮多”到“多帮一”

今年60岁的靳庆雷老伴去世多年，儿子五
年前和儿媳离婚后离家，只留下两个嗷嗷待哺
的孩子和一大笔债务。儿媳带走次子靳俊卓抚
养，靳庆雷就和大孙子靳伟傲相依为命。可这几
年，靳庆雷身体越来越差，小脑萎缩、脑血栓、糖
尿病……即使每天吃药，也仅勉强做到生活自
理，平时都是上小学的孙子靳伟傲照顾他。

作为贫困户，靳庆雷家原有一名镇机关
干部包保。但面对这样一个家庭，仅靠一个人
的力量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5月，
嘉祥县党建“1+N”组团结对帮扶活动开始后，
村第一书记董兴秋作为牵头人，“招揽”了爱
心人士嘉祥县旭晟服饰厂厂长靳兆雷、老僧
堂镇卫生院医生程小明、大靳小学教师李明
勇、爱心妈妈大靳服务区主任钱东灵、志愿者
老僧堂镇组织干事孙梦娇、村党员靳庆岩等
六人共同组团结对帮扶靳庆雷一家。

“爱心妈妈关注孩子的成长，老师辅导孩子
学习，爱心企业会资助孩子上学一直到高中毕
业，医生给老人提供医疗帮助，党员和志愿者帮
助老人打扫卫生、跑腿办事等。”董兴秋说，大家
根据靳庆雷家的情况精准组团结对。

“对于一个因多种原因陷入困境的家庭
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为此我们充分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组织优势，集中社
会力量，根据特殊家庭的实际情况，合力帮
扶。”嘉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新安说。

今年5月初，嘉祥县在全县推广党建“1+
N”组团结对帮扶活动，“1”即一名牵头人，一

般是科级领导（或中层正职）干部，“N”包括专
业技术人员、社会爱心人士、镇（街）包村干
部、特殊家庭所在村（社区）党员等，根据贫困
户的不同需求精准组团。

牵头人员负责组织召集，每周至少给结对
家庭打一次电话，或登门走访一次；团队每月至
少开展一次活动，按照贫困户“需什么帮什么”
的原则，发挥团队成员自身优势，积极为结对家
庭提供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精准制订个性化帮扶方案

经过前期调查摸底，嘉祥县确定四类特殊
家庭作为此次重点帮扶的对象：上有老、下有
小，中间人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陷入困境的；老
带小，即爷爷、奶奶带孙子、孙女，老少组合的家
庭；孤儿；鳏寡孤独的老人。目前，全县确定四类
特殊家庭495户，组建了196个爱心团队共1382名，
团队成员对特殊家庭长期结对帮扶。

28岁的黄垓镇张垓村村民王广银家就是
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家庭。4年前一次意外，
导致他完全性截瘫，为了治病欠下不少外债。
上面父母身体不好，下面儿子才刚刚2岁，王

广银需要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治疗，更需要一
份证明自己能力的工作。

为此，爱心团队牵头人、村第一书记侯本
超联系了爱心企业，为王广银提供了网上销
售环卫车的工作，卖出一辆提成100元。

55岁的万张街道西张村贫困户陈树成身
患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9岁的儿子能好好上学。作为爱心团队的牵
头人，嘉祥县群众服务中心主任王峰联系了
爱心企业济宁宗圣医药有限公司，资助陈树
成的儿子陈曦一直到高中的全部学费，西四
村小学的副校长王雪民为孩子提供教育上的
帮助，这让陈树成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找准每个特殊家庭的症结，集中力量帮
扶攻坚，才能实现‘1+1’＞2的效果。”嘉祥县
下派办副主任李永国说。为把活动做实做好，
嘉祥县还设立了微信群、开展“到贫困户家中
吃一顿饭”“认领微心愿、开展微服务”等活
动，真正给特殊家庭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截至目前，党建“1+N”爱心团队已为贫困
户解决实际困难1037件，捐款、捐物共计10 . 9
万元，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嘉祥：从“一帮多”到“多帮一”

党建“1+N”组团结对帮扶贫困户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涂玉龙 蒋成龙 报道
本报临沂讯 6月6日，临沂兰山公安分局对外通报了

“黑毒枪、盗抢骗”春季攻势阶段性成果,共先后打掉寻
衅滋事、飞车抢夺、入室盗窃、盗窃电动车、扒窃及贩毒
等重大犯罪团伙25个，打击处理侵财类和涉毒违法犯罪嫌
疑人1530余名，侦破各类刑事案件1580余起，追缴返还各
类赃款赃物价值110余万元。

据了解，自3月25日至7月5日，兰山公安分局开展了打
击“黑毒枪、盗抢骗”春季攻势，为期一百天。同时，针对各类
直接影响群众切身利益和安全感的小案件，兰山公安分局
于3月制定出台了“小案侦防”工作机制实施意见和配套的
考核办法，树立“打击就是服务”的理念，重点在规范受理、
强化侦防、跟进追缴三个环节下功夫，健全打击和防控小案
常态工作机制。3月7日以来，共破获各类“小案”555起，刑事
拘留566人，行政处罚491人，逮捕230人，打掉团伙55个，追缴
返还赃款赃物共价值270余万元。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石勇 张勇 报道
本报齐河讯 “俺村和邻近公路的连接线、村里的一条

主街道正在进行硬化，今年10月就能完工。村里的其他干道
和胡同也列入计划，群众今后出门就能走干净路了。”5月26
日，齐河县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暨农村
工作会议搬到胡官屯镇沙张村召开，前来参会的大黄乡彭
太村党支部书记高德金说。而这番话的依据则是会上重点
推出的“街巷硬化户户通工程”。

齐河县通过调研决定：除去开发区及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需要拆迁、棚户区改造、黄河防汛工程搬迁、压煤搬迁及已入
住和即将入住社区等五类村庄外，将符合条件的720个村居纳
入农村街巷硬化“户户通”工程建设范围，共建设村内主次道
路437公里、村巷胡同918公里，总投资2亿元。“户户通”工程今
年启动，2019年完成，实现住户临近通达率95%以上。同时，“户
户通”工程要求附属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施工、验收，
主要道路设置路灯，道路两侧进行绿化，绿化率达100%。

齐河720个村居
启动“户户通”

兰山警方春季攻势
侦破各类刑案1580余起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马双军 卢家傲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由烟台开发区仁达自

动化装备公司牵头，联合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
境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成立的“山东省海洋渔业
环境监控与工业化养殖装备工程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顺利通过相关部门的评审，并成功开发
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养殖网箱智能化
系统装备，打造了完善的技术链和公共技术平
台，堪称产学研合作3 .0版“范本”。

所谓“1 . 0”版指企业与院校“点对点”对
接；“2 . 0”版指由地方政府引入院所，建立分
支机构；而“3 . 0”版则是指成果转化、产业园
区、公共平台、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的新型政产
学研合作模式。近年来，烟台开发区紧紧围绕
创新型开发区建设总目标，大胆探索产学研
合作新路子，“3 . 0”版合作模式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目前，该区内119家科技型企业、53家高
校院所、10家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发力协同创
新，打通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形成“一个科研点、一条创新链、一个产业面”
的放大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结构转调升级。

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成长性产业，紧盯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及机器人等新业态，
烟台开发区以重点企业为依托，促进辖区企业
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牵手合作”，
搭建区域创新“集聚中心”。截至目前，成功引进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西北大学烟台
研究院，搭建了中科院山东中心（烟台）产学研
转化基地，创建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9家、山东

省院士工作站5家、省级国际合作中心1家，全区
企业先后与135家高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95%以上的重点科技型企业建立“产学研联合
体”，累计实施合作项目913项。

烟台开发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推动一批科技型企业“走出去”。截至目前，欧
瑞传动、正海磁材、东诚药业等高科技企业在
境外投资设立企业和机构逾20个；引进了浪
潮LG研发中心、富泰康芯片研发中心、现代
汽车研发中心等5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

打通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烟台开发区产学研合作升级“3 . 0版本”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雅芹 李丽 报道
本报阳信讯 为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实现作风建

设常态化，日前，阳信县通过聘请干部作风监督员、开通作
风监督随手拍、公布监督举报电话等方式，进一步建立健全
作风建设社会监督机制。

据悉，该县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从社会各界
聘请干部作风监督员30名，重点监督上级决策部署及县委、
县政府决议、决定执行落实情况，被监督对象依法行政、工
作效率、工作纪律等情况。干部作风监督员发现干部作风问
题或收集到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可随时向县作风办反映；
根据需要，县作风办可组织干部作风监督员到问题反映比
较集中的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现场督促整改。

开通APP随手拍，群众可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扫描二
维码进入监督平台，随时随地拍摄身边的不良作风问题，实
现“一键举报”。

阳信30名
干部作风监督员上岗
APP随手拍实现干部监督举报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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