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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强
规划引导，发展适老产业，严厉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等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消
费权益。

要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对在养老机构举
办的医疗机构中工作的医务人
员，可参照执行基层医务人员相

关激励政策。加强老年设施供
给，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按标准
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实现
全覆盖。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完
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
多渠道筹资机制，研究制定住房
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
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
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

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强
化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积极参
与全球及地区老龄问题治理，推
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与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相关目标有效对接。

《意见》还就加强组织实施提
出了要求。

据央视

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鼓励成年子女
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11月24日，
记者从西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办公室获悉，根据西安市“一市一策”
驻点跟踪工作组预测：11月25日，受
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转差，预计
西安市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
主。26日至 27日，关中地区处于地
面高压后部，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预
计西安市空气质量以轻至中度污染
为主，可能出现短时重度污染。28
日，关中地区受锋前风场辐合影响，
相对湿度增大，利于污染物累积，预
计西安市空气质量以中至重度污染
为主。

29日，受新一轮西北冷空气和降
水共同影响，大气扩散条件有利，西
安市空气质量将明显改善。

经西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部批准，指挥部办公室于 2021年 11

月24日18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
警信息，从 11月 25日 14时起启动重
污染天气Ⅲ级应急响应。根据响应，
幼儿园、小学、初中及同等学力学校
弹性停止户外课程和活动，当AQI小
于 200时，可适当组织户外课程及活
动；当AQI大于200时，应停止所有户
外课程和活动。

根据响应，健康防护措施包括
建议性减排措施，包括公众尽量减
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
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生产过
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
位、各类工地等，自觉调整生产工
期，可在达到应急减排要求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
调整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生产工序
的运行时间，主动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

西安启动重污染天气Ⅲ级应急响应

11

月24

日
，西
安
天
气
晴
好
。
图
为
市
民
在
莲

湖
公
园
里
沐
浴
阳
光
。

本
报
记
者

代
泽
均
摄

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意见》强调，要健全养老服务

体系，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
式，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
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
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发展机构
养老，各地要通过直接建设、委托
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会投资等
多种方式发展机构养老。加强光
荣院建设。研究制定养老机构预

收服务费用管理政策，严防借养老
机构之名圈钱、欺诈等行为。建立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完善多层
次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养
老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

要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
布局若干区域老年医疗中心，2025
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

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60%以上。
加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和
保障，完善从专业机构到社区、家
庭的长期照护服务模式，积极探索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深入推进医养结合，2025
年年底前，每个县（市、区、旗）有1
所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
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部门、
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
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提升老年文
化体育服务质量，鼓励老年人继

续发挥作用，全面清理阻碍老年
人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

要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依法严厉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打造老

年宜居环境，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
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强化社
会敬老，持续推进“敬老月”系列
活动和“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四大困难成为老年人日常生
活的主要难题，一是养老金少，经
济负担重；二是无人陪伴，日常照
料难；三是身体不好，活动不便；
四是智能服务功能使用有困难。

社区周边养老服务功能尚待
完善。调查中，51.7%的受访市
民认为西安市社区养老存在“服

务项目少”的问题，46.3%认为存
在“场地小、设施少、环境差”的问
题。此外还有服务不够专业、收
费偏高等，市民提及率均在 20%
以上。

西安市统计局建议，抓好相
关政策贯彻落实，在加大财政投
人、完善保险制度的同时，逐步扩

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覆盖
面，做到对困难老年人关爱救助
及时有效，让老年人有稳定、乐
观、安全的养老预期。完善社区
养老服务及设施，加快社区适老
化改造，加强养老专业人才
培养。

本报记者 张维

西安市统计局开展网络调查

社区居家养老有广阔发展空间
记者获悉，为了解西安市老年人生活和养老现状，日前西安市统计局对父母年龄为

50岁及以上，且居住在西安的常住居民开展了网络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035份。
结果显示：操持家务、居家娱乐等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经济压力大、无人陪伴

和照料等是老年人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难题；老年人对康复护理和餐饮等服务有较大需求，
社区居家养老有广阔发展空间。

多数老年人具有较强的生活
自理能力。调查中，73.1%的受
访市民表示父母日常生活自行照
料，22.3%受访市民表示父母由
子女、家人照料，其他方式只有
4.6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收
入基本稳定，51.2%的受访市民
表示父母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或

退休金，22.6%受访市民表示父
母主要由子女供养。

操持家务、居家娱乐、锻炼身
体和照顾家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
的主要内容。调查中，表示经常
使用智能手机的父母占 51.0%。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多样化的养
老方式，尤其是社区居家养老，会

受到越来越多市民青睐。问及希
望未来的自己以何种方式养老
时，37.2%的受访市民选择“居家
养老，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特
别是“抱团养老”和“ 旅居养老”
等新兴、时尚的养老方式，正被大
家接受和喜爱，提及率为 8.4%和
6.2%。

超半数老人经常使用智能手机

社区周边养老服务功能尚待完善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为方便旅
客出行，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推出便民新举措，自11月25日起，
在西安至兰州的高铁列车上推行“高
铁计次票”服务。凡办理了“高铁计
次票”服务的旅客，乘坐西安至兰州
间的动车组列车无需提前购票，直接
刷身份证（或扫描二维码）即可检票
进站乘车，旅客出行将更加便捷，这
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次推行跨省“高铁
计次票”。

2017年 7月 9日，宝鸡至兰州高
速铁路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西北
地区首次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线
路开通 4年多来，不仅大大缩短了西
北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时空距离，也
密切了区域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
特别是陕甘两地客流需求持续旺
盛，人员来往密集。为了让旅客出
行更便捷，西安局集团公司联合兰
州局集团公司推出西安至兰州“高
铁计次票”。计次票是铁路部门推
出的新型票制产品之一，是指有效
期内可乘坐限定次数的指定发到站
间规定列车的车票。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铁路 12306”手机客户
端即可进行购买。“高铁计次票”此
前已在管内西安至宝鸡高铁投入使
用，但是推出跨省“高铁计次票”在
我国西北地区尚属首次。

旅客购买此项产品后，可通过席
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使用方式，在
90天有效期内乘坐20次在西安至兰
州间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定发到站
和指定席别的动车组列车。

使用席位预约乘车时，旅客可以

在 12306网站、“铁路 12306”手机客
户端、自助售票机提前预约产品所对
应发到站及席位。预约成功后，乘车
人持购买产品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使用直接
刷证乘车时，当列车有剩余席位时，
乘车人可持购买产品时所使用的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直接刷身份证检票
进站乘车，系统将自动分配坐席，席
位信息将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
留手机号。

此次推出的计次票适用于西安
至兰州高铁线路内的车站作为出发
站或到达站的往返固定组合，车站
包括西安北、咸阳西、杨陵南、岐山、
宝鸡南、东岔、天水南、秦安、通渭、
定西北、榆中、兰州西。需要特别提
醒的是，旅客在启用期内使用产品
第一次检票乘车的，即视为产品启
用，启用当日为产品有效期始日。
产品启用后，乘车人须在 90天内使
用产品乘车，超过产品有效期的，产
品自行失效。如需要报销凭证的旅
客，自产品启用之日起至产品有效
期结束后 30天内（含当天），可凭购
买产品时所使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到产品指定发到站换取
报销凭证。

目前，铁路部门还推出了优惠活
动，西安至兰州“高铁计次票”产品在
原有票价基础上实施折扣销售。以
西安北至兰州西二等座往返为例，原
价单程 199.5元，旅客在购买 20次计
次票产品后，平均单次价格为 177
元，总优惠 450元，让旅客在享受便
捷的同时也获得实惠。

今起西安至兰州推行“高铁计次票”

刷身份证或扫二维码
即可检票进站乘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日前发布。
《意见》提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

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
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