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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迎 党 的 二 十 大

十年·养老蝶变

非凡

【

关键词

10 年来，
各级各部门大力推动现代科技手段与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深度融合，促进平安中国建设。随着众多智慧
化的“互联网+养老服务”得到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老年
人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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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边
】 云端守护，

老有所安

个人印记
▲

时代脉络
▲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社会建
设全面加强，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社会
治理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
大幅度提升，
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
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续写了社会长期稳
定奇迹。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加强顶层
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密集出台一揽子政
策措施，
推动养老服务步入高质量发展的
轨道，
广大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也不断科技
化、
智能化，
老年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建立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
业”
。实施
“智慧助老”
行动，
是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自工信部、
民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7 年联合发
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并
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以来，
我
国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
日
渐成为守护老年人健康和安全的重要力
量。为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安
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2020 年，民政部
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进一步推动了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
建。10 年来，
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
人
民安居乐业，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我国群众安全感由2012年的87.55%上升
到2021年的98.62%，
始终保持高位。

今年夏天的持续高温，让很
多老年人颇为难熬。家住江苏南
京江宁区作厂馨苑的殷成兰，虽
是高龄独居老人，但因为有“小江
家护”智能手环的陪伴，让她倍感
清凉。
殷成兰佩戴在左手上的“小
江家护”
，
不仅能监测她的心率、
血
压等身体数据，还具有智能定位、
跌倒报警功能，而且与江宁区的
“互联网+养老院”呼叫中心互联
互通。今年 7 月以来的两个多月，
该中心工作人员给殷成兰打电话
的频率比平时有所增加，
为的是提
醒她高温天气尽量别出门，
空调温
度也不要调得太低，
同时询问她是
否需要其他帮助。
实际上，殷成兰享受这种“云
端守护”已有多年。她患有高血
压、支气管炎等基础病，10 年前
老伴去世后她一直独居，是当地
的“重点关注对象”。2018 年，江
宁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为全区
80 周岁以上高龄、空巢、独居等
老人购买居家上门服务，同时引
入专业第三方社会机构，依托“小
江家护”系统平台，采取“基础服
务+个人定制”相结合的方式，为
居家老人安装智能设备。殷成兰
就是服务对象之一。

在殷成兰家的客厅里，有一
台无线红外探测器，
这个巴掌大的
小盒子 24 小时工作，当监测到房
间里长时间没有人员活动迹象时，
就会向江宁区“互联网+养老院”
平台发送信息，
由专业护理员对接
联络或上门查看。此外，
殷成兰家
里还免费安装了联网式烟雾感应
报警器、可燃气体泄漏感应报警
器，与江宁区“互联网+养老院”呼
叫中心和江宁区消防大队 119 平
台对接。一旦发生报警，
就能多方
联动。殷成兰自己也可以在紧急
情形下长按智能手环上的 SOS 键
3 秒，
获得救援。
有了这些物联网和远程智能
安防监控技术加持，
殷成兰这些年
来从没在家里遭遇过意外。她告
诉记者，两年前，一个邻居在家煮
粥时，
因忘记关火外出导致粥在锅
中煮干冒烟，触发了烟雾报警器，
幸好呼叫中心工作人员及时联系
到这位老人，
才避免了一次火情的
发生。
“有高科技和这么多人在背
后保护我，
独居生活也没什么好担
心的。
”
殷成兰说。
她不知道的是，江宁区为高
龄、
空巢、
独居老人保驾护航的
“小
江家护”，正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组
织评定的第一批运用智能技术服
务老年人示范案例之一。

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规定》
（下称《规定》
），
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
照执行。
通知指出，
《规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吸收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鲜经验，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
用人机制，对于推动形成能者
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
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

干队伍，
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
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
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以及列入公务员法
管理的其他机关和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担任
领导职务的干部。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
人员，
参照《规定》执行。
《规定》主要规范对不适
宜担任现职干部的领导职务
所作的组织调整。其中明确
了可以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
现职，应当及时予以调整的 15

种情形，包括“政治能力不过
硬”
“理想信念动摇”
“担当和斗
争精神不强”
“违背党的民主集
中制原则”
“作风不严不实”
“品
行不端，行为失范”
“因存在配
偶、子女移居国（境）外，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等
情况”
“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
行工作职责 1 年以上”等。调
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一般
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以下程
序进行：核实认定；提出建议；
组织决定；
谈话；
按有关规定履
行任免程序。
《规定》明确，干部本人对

调整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有
关规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
诉。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调
整决定的执行。对不适宜担
任现职干部，应当根据其一贯
表现和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
形，采取平职调整、转任职级
公务员、免职、降职等方式予
以调整，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
可以办理提前退休。对非个
人原因或者健康原因不能胜
任现职岗位的，应当从事业需
要和关心爱护干部出发，予以
妥善安排。
（摘编自《新华每日
电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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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疾 控 中 心 19
日在重庆市发布的一份现
场纪要显示，日前出现在
重庆的内地首例输入性猴
痘病例中，中国籍销售人
员 感 染 的 猴 痘 病 毒
（China-CQ202209）属 于
西非系 B.1 支，与 6 月 21
日采集的德国病毒高度同
源。该人员于 9 月 2 日至
8 日访问德国，9 月 2 日在
柏林出现高危行为。
（摘编
自《北京晚报》
）
● 生 态 环 境 部 等 17
个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
发《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方案》，
要求
到 2025 年年底，
长江流域
总体水质保持优良，干流
水质保持Ⅱ类，饮用水安
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重
要河湖生态用水得到有效
保障，水生态质量明显提
升。行动方案提出四大攻
坚任务，包括持续深化水
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
水生态系统修复、着力提
升水资源保障程度、加快
形成绿色发展管控格局。
（摘编自《光明日报》
）
■数字中国
2.5%
日前召开的 2022 年世
界流感大会上，
多位专家认
为，
我国今年秋冬季流感和
新冠叠加流行的风险加大，
当下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
迫在眉睫。长期以来，
我国
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处于偏
低水平。国家疾控中心的
调研显示，2020/21 年流感
季，
我国全人群流感接种率
是 3.3%，在 2021/22 年流
感季，
该数字已降为 2.5%。
7000
据媒体统计梳理，
当前
我国共有 21 个城市市域人
口密度超过 1000 人/平方
公 里 ，其 中 深 圳 超 过 了
7000 人/平 方 公 里 。 市 域
人口密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
分别是深圳、
东莞、
上海、
厦
门、
佛山、
广州、
中山、
汕头、
郑州和无锡。其中前 8 个
城市的人口密度超过了
2000 人/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