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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友好型社区离我们有多远？

法国总统马克龙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电 法国总统府爱丽

舍宫17日发表声明说， 法国总统
马克龙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

声明说， 马克龙是在出现初

步症状后进行的检测， 随后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根据法国政府制
定的防疫要求， 马克龙将自我隔
离7天。 声明说， 他将继续工作，
但所有的活动以远程方式进行。

美国内政部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电 美国内政部发言

人 16日说 ， 内政部长戴维·伯
恩 哈 特 新 冠 病 毒 检 测 结 果 呈
阳性。

发言人尼古拉斯·古德温在
一份给美国媒体的声明中说， 伯
恩哈特目前没有出现感染症状，
隔离期间他将继续工作。

《华盛顿邮报》 报道说， 伯
恩哈特当天前往白宫参加内阁会
议， 会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结

果呈阳性， 随后因此缺席会议。
伯恩哈特现年51岁， 于2019

年4月开始担任内政部长。 美国
内政部负责处理美国内部事务，
职责包括管理美国联邦土地、 陆
地和离岸自然资源、 印第安人事
务、 国家公园、 环境安全等。

美国国务院16日发表声明
说， 国务卿蓬佩奥已被确认接触
过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者，
他将开始进行隔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全国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
通知提出， 到2025年， 在全国建
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
社区。 老年友好型社区长啥样，
怎么建 ？ 适老化改造如何避免
“叫好不叫座”？ 记者就此采访了
有关部门和专家。

不是“无障碍”那么简单
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 你会

首先想到什么？无障碍坡道、塑胶
人行道，还是醒目的楼栋牌号？其
实，它的内涵可不止这些。

2007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调
查基础上编制指南提出， 老年友
好型城市的建设涵盖户外空间和
建筑、 交通、 住房、 社会参与、
尊重与社会包容、 市民参与和就
业、 交流和信息、 社区支持和卫
生保健服务八个领域。

“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借鉴了世卫组织理念， 是我国
此前开展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延
续。” 全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
型社区标准制定牵头人、 时任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曲
嘉瑶说， 这套标准既凸显人文关
怀， 又传递出积极老龄观。

老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附近
设置公共厕所， 有条件的社区设
置无障碍公共厕所， 并配置紧急
呼叫设备； 支持发展社区嵌入式
医养结合机构， 为失能老年人提
供长期照护服务； 引导和组织老
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标准从居住环境等六个方面
设计了社区层面可操作的指标，
还针对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需求和
跨越 “数字鸿沟” 的困难， 把社
会参与广泛充分、 科技助老智慧
创新的内容单列成章。

“既有对硬件建设的要求，
比如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 出
行设施建设， 也有对软性服务的
要求， 比如对社区医疗卫生、 日
间照料服务的要求等。” 国家卫

健委老龄健康司副司长蔡菲说，
硬件的建设相对容易， 但软性的
服务提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走好构建老年友好社会
的 “第一步”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场所，
与老年人的关系最直接、 也最密
切。 把社区作为切入点， 是建设
老年友好社会的 “第一步”。

蔡菲介绍， 国家将结合各省
（区、 市） 的人口规模、 人口老
龄化程度、 社区数量、 工作基础
等情况分配创建指标， 再按照社
区自愿申报、 县级初核、 省级复
核和推荐、 国家评审、 公示、 命
名的流程， 逐年确定全国示范性
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 获批社区
可以获得国家授予的奖牌， 可以
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金的支持。

“2021年将在全国创建1000
个示范性社区， 此后到2025年，
每年再创建1000个， 为全国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蔡菲说， 我国
东西部、 城乡的差异较大， 目前
印发的标准是为各地提供的参考
和方向， 各地可结合各自实际制
定具体的创建标准。

同时， 国家将不断完善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工作机
制，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 公
正合理、 与时俱进的考评指标体
系， 并包括老年人满意度等主观
考核指标， 加大对已命名示范性
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的抽查和公
开力度，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通知， 到2035年底， 全
国城乡社区普遍达到老年友好型
社区标准。 安全舒心、 清洁卫生
的良好环境， 完善、 便捷的出行
设施， 高质量的医疗卫生、 健康
管理、 紧急救援等社区服务……
美好生活图景， 令人期待。

“希望通过共同努力， 建成
具有养老保障、 孝老传统、 敬老
风尚、 为老服务、 助老行动的老
年友好社会。” 蔡菲说。

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
近日，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街道通过智能水表 “监测” 独居
老人安全状态， 这一颇具温情的
“适老化改造” 细节打动了许多
网友。

“安装智能设备本身难度并
不大 ， 关键是后台的服务要跟
上 。 ” 曲嘉瑶说 ， 让社区 “适
老”， 有的地方仍面临一些现实
困难。

她举例说， 从近年实际情况
来看， 由于存在资金问题、 住房
类型多元化、 部分老年人观念保
守等原因， 居住环境适老化改造
推进相对缓慢。 在曲嘉瑶看来，
这既要求政府部门予以充分重
视， 更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

“‘适老化 ’ 要因地制宜 、
注重实效， 根据老年人的突出需
求精准施策，避免‘叫好不叫座’；
还应规划引领、标准先行，防止产
生‘纠错’成本。 ”中国老龄协会政
策研究部政策研究处处长周宏
说，不但要改善硬件，更要以创建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为抓手，
将“适老化”理念融入各项政策，
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更多考
虑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需
求， 促进社会生活环境从 “成年
型”向“全龄型” 转变。

蔡菲认为， 老年人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是不断上升的动态过
程， 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也需
要一个过程， 如何在需求侧和供
给侧之间找到平衡点 ， 是当前
和 今 后 一 段 时 期 工 作 的 重 点
和难点。

“未来五年， 我们将加强对
各级老龄工作人员和社区服务人
员的宣传倡导、 培训教育和工作
指导， 不断提升其工作水平和服
务质量， 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不断提升老
年人的获得感 、 幸福感和安全
感。” 蔡菲说。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记者从17日召开
的湖南省根治欠薪五大行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 湖南
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立案查处
工资类案件1146件， 为2.34万名
劳动者追回拖欠款2.24亿元。

为确保农民工的诉求能够更
好、 更快地得到反映， 湖南开设
了全省统一的农民工欠薪问题反
映平台。 登录省人社厅官网， 在
首页就能进入平台、 反映问题、
提供线索。

工程建设领域吸纳农民工就
业人数较多， 欠薪问题相对易发
多发。治理这一领域的欠薪问题，

关键是规范市场秩序、 落实长效
机制，从源头上筑牢“无欠薪”的
制度保障，强化“无欠薪”的事前
监管。 湖南督促和指导在建工程
项目有效落实各项制度， 把人工
费用从工程款中剥离出来， 由总
承包单位通过在银行开设的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 直接支付到每
一位农民工的银行卡上。

湖南还要求， 2020年发生的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国企项目以
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欠薪案件要在2020年底前清零，
其他欠薪案件要在2021年春节前
动态清零。

湖南为2.34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2.24亿元

寒潮来袭 ， 北方 多 地 出 现
入冬以来最寒冷天气。 记者在黑
龙江 、 吉林 、 内蒙古等地一些
居民小区走访 ， 一探供暖季的
“温度”。

黑龙江省哈尔滨民香小区是
个老旧小区， 前几年这一小区上
千户家庭供暖不达标， 群众多次
投诉。 近日， 记者来到这个小区
的李君家， 摸一摸暖气片， 感觉
有些烫手。

李君说， 以前家里供暖经常
不达标， 在外面穿的厚衣服回
到家都不敢脱 ， 现在室内温度
能达到20摄氏度， 寒潮来袭也不
怕了。

12月15日， 哈尔滨市道外区
育英小区的王女士家， 温度计显
示仅有15摄氏度， 她和家人不得
不穿上厚衣服 ， 晚上打开电暖
气。 像王女士家一样， 这个小区
还有一些居民家里没有达到 18
摄 氏 度 。 王 女 士 17 日 告诉记
者 ， 这两天曾向供热公司反映
过， 工人来检查了， 但室内温度
变化不大。

记者从哈尔滨一家供热公司
了解到， 由于不同区域、 不同小
区楼体保温效果不同， 会出现居

民家中供热温度不一致情况。 为
了应对降温天气 ， 哈尔滨市 多
家供热企业根据天气变化调整
供热参数， 提高入户进水温度；
巡线人员加大巡检频次； 抢险队
伍24小时待命， 随时应对管网突
发事件。

连日来， 吉林省长春市最低
气温已降到零下15摄氏度左右。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居民张大军
家， 这几天室内温度没有前几天
高， 比这次寒潮来临前还低2摄
氏度以上， 最冷时室内温度仅有
16摄氏度， 没有达到供热标准，
张大军和家人不得不加厚衣服。

面对低温天气， 长春市热力
集团启动了调峰锅炉为热网补充
热量。 “在原有供热的基础上，
我们已经启动四处大型调峰锅
炉， 就是为应对低温天气， 补给
更多热量。” 长春市热力集团生
产部客服主管孟繁峥说。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气温逐
渐走低， 呼和浩特市气温低至零
下18摄氏度。 呼和浩特市一些
市 民 表 示 ， 由 于 气 温 不 断降
低， 供暖不达标， 室内气温变得
更低了， 还使用电暖气、 电热毯
等取暖。

今年83岁的白斯古郎住在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南路4号 ，
因为家中暖气不热， 他每天要换
三套衣服。 “白天穿棉服， 傍晚
穿厚棉服， 晚上睡觉穿毛衣戴毛
线帽才能睡着。”

记者下午两点左右来到白斯
古郎家采访， 发现仅有阳面的两
间房间暖气片有少许热度， 另外
三个房间暖气片， 用手触摸感觉
冰凉。 “那三间屋暖气片没有热
气， 这两间屋暖气片白天有点热
度， 晚上更凉。” 白斯古郎说。

暖气不达标不是白斯古郎一
家的情况， 记者采访了该小区多
名住户， 住户普遍反映白天家中
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 夜晚温度
低于18摄氏度， 需要使用电暖气
和电热毯取暖。

记者联系给该区域供热的呼
和浩特富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工作人员称， 该区域多为
老旧小区， 暖气管道普遍老化，
管道内水垢较厚， 造成了循环不
通。 记者采访了解到， 呼和浩特
市多个老旧小区存在管网老化、
腐蚀严重、 淤泥过多的问题， 热
力公司加压后容易跑水泄漏， 影
响供暖效果。 据新华社

寒潮来袭，你的小区供暖达标吗？

12月17日，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飞机维修
专业教师在给学生上课。 近年来，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 积极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和布局， 采
取 “校企结合” “工学结合” 等方式， 增设航空服务、 飞机维修、 学
前教育等特色专业， 先后与全国40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实行 “订
单式” 人才培养， 提高学生就业率。 新华社发

河北唐山：“订单式”职业教育促就业

新西兰总理宣布已为全民预订新冠疫苗
新华社电 新西兰总理阿德

恩17日宣布， 新西兰政府已为国
民预订了足够的新冠疫苗， 预计
明年第二季度可为新冠感染风险
较高的工作人员接种， 明年下半
年开始为普通民众接种。

阿德恩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 新西兰政府已同英国阿斯利
康制药公司和美国诺瓦瓦克斯公
司签署协议， 将从这两家公司分
别购买760万剂和1072万剂新冠
疫苗， 可分别为380万人和536万
人接种。

此前新西兰政府预订了美国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以
及美国杨森制药公司的新冠疫
苗， 分别可供75万人和500万人
接种。

阿德恩说， 新西兰从上述公
司预订了不同类型的新冠疫苗，
以备一旦某疫苗效果 不 理 想 时
还 有 其 他 疫 苗 可 用 。 这 些 新
冠 疫 苗 在 获 得 新 西 兰 药 监 部
门批准后， 将为新西兰民众免费
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