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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下载龙头新闻，
看“每事问”频道更多精彩内容。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莫丽萍

银发浪潮加速袭来，考验着社会管
理的精细度和社会治理水平，从衣食住
行到社会融入，再到精神生活，适老化的
呼声越发高涨。

如何将爱老、尊老，体现在实实在在
的“享老”上？我们的生活中适老化软硬
件建设进展如何？记者近日展开调查。

“没想到家里的坐便器安上了扶手，楼道
有休息坐椅、门口有可推轮椅的坡道……”家
住哈市安和小区89岁的邓大爷逢人便说。

据所属的抚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郝丽影介绍：“针对辖区内失能和半
失能老人，社区为30户居民安装了坐便器
扶手，100个单元安装了折叠坐椅。”在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中，小区广场还增设了坐
椅、健身器材、缓坡等。

“助老餐厅太便民了！”经常到抚顺社区
助老餐厅吃饭的65岁陈平老人高兴地对记
者说：“出门走5分钟就到餐厅，花10元钱就
能吃饱、吃好，还能送餐呢。”记者从道里区
民政局了解到，目前全区助老餐厅已达80
家，发放助老卡4.2万张，服务人次9.6万。

愿景：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道
里区的一些适老举措是先行试点，以后有
资金支持，会逐步在全市推广。”

现代化和科技化的发展，使
有些老人走进医院、火车站等公
共场所经常蒙圈：咋网约挂号？
支付现金行不？火车站咋进出？

记者在荣获 2020 年全国
“敬老文明号”殊荣的哈尔滨市
第一医院看到，导诊台有老人专
用座椅、轮椅、平车等；挂号、收
款、取药，以及各诊区都设立了

“老年人优先窗口”，可接受现
金、银行卡、医保卡等收费方式；
门诊各楼层配备导医、志愿者

等，对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辅
检、陪检等服务。

“60 周岁以上老人无需预
约，即可现场挂号就诊。”门诊办
主任吴红宇告诉记者，医院为老
年人 100%预留号源；线上问诊
还增设了“老年人专用就医通
道”；并开通了电话问诊，使居家
老人足不出户即可得到连续的
复诊和药物治疗。

在哈尔滨火车站，客运车间值
班主任付饶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常

有老人独自下车，儿女没核酸检测
报告不能进站接，每当这个时候，我
们爱心服务队随叫随到……”

记者调查发现，哈市一些重
点公共场所基本上都有无障碍
坡道、轮椅、药箱、老人专候区等
适老设施和适老服务。

愿景：有些公共场所内部环
境及街道、人行道等外部环境的
无障碍坡道并不连续，市民希望
从居家到公共场所，老人轮椅能

“一推到底”。

家住齐齐哈尔市荣华小区
的田先生，日前走进市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不动产窗口：“我父亲
想把房产过户给母亲，但因患病
不能行动，按规定得本人到场申
请，怎么办？”该中心随即启动

“绿色通道”，工作人员第二天便
上门为老人办理了登记。

记者看到，服务大厅内有

“老年人便利服务区”，内设老人
休息室和医务室，还配备了轮
椅、放大镜、老花镜、充电器、急
救药品等，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教
老年人手机流程操作。

针对老年人线上线下办事难
的问题，我省出台措施要求各地积
极探索从窗口服务、主动引导到硬
件设施、延伸服务等多方面，提升老

年人办事体验。同时，推进线上线
下服务融合，在黑龙江政务服务网
哈尔滨站、“e冰城”APP、“e冰城”微
信小程序、政务服务自助终端上开
通助老服务专区。

愿景：齐齐哈尔市民王卓表
示：“针对老年人办理政务时，‘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基
本不存在了，但愿能长期保持。”

“我终于会用手机查退休金
了！”哈市群力家园小区的张淑
珍老人说，她使用工商银行推出
的适老版本——“幸福生活”版
手机银行APP后，彻底告别了月
月去柜台查退休金的惯例。

记者看到，这个版本具有字
号超大、语音助手、亲情账户、智
能客服等特点，老人一学即会，
分分钟搞定……

近年来，各大银行不断推进
线上线下适老服务。我省首个

“金融助老适老服务示范县”创
建工作在嘉荫县稳步推进。截
至目前，该县 87%的银行网点设
置了老年人服务专区；并开通了
老年人绿色通道，缩短办事等候
时间，安排助老服务专员“一对
一”服务，设置“爱心老年驿站”
等人性化服务。

大庆市银行机构也强化延
伸服务，为特殊原因无法亲临柜
台办理业务的老年人提供上门
服务。其中，农行大庆分行2020
年累计为老年客户提供了 135
次上门服务。

愿景：张淑珍老人希望相关
部门多帮老年人提高防范金融
诈骗风险意识，提高老年人的安
全感。

场景1

小区内助老设施上线

场景2 看病出行助老暖心

场景3 线下线上政务办理有温度

场景4 金融科技助跨“数字鸿沟”

你家小区一年公共收益到底多少钱？物业公
示过吗？记者从某社区相关负责人处获悉，辖区
内的一个拥有2500余户居民的小区，入户12年仅
电梯广告费一项就约700万元。

记者连日来走访了哈市南岗区、松北区和道
里区 10个小区，其中有 8个小区的居民表示其所
属物业存在没有定期公开公共收益的情况。而对
应的物业经理却多表示，曾公开过小区公共收益，
但迟迟不肯拿出已公开公示的证据。

其中，能够定期公开收益的欧洲新城的业委会
主任张大羽告诉记者，2013年新东方物业进驻小区
后，业委会就小区公共收益事宜与其达成一致，即
这笔资金要公开、透明，并用于小区大型公共设施
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为此，2014年起，小区业委会
每年都会对小区广告收入进行监督和公开收支。

小区公共收益钱从哪儿来？据悉，这笔款项
包括占用小区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或者其
他场地作为停放车辆的车位收益；公共区域内租
赁摊位租金、摊位费、入场费和场地费等收益；公
共区域的广告收益，如电梯间广告、楼道广告、户
外广告等收益。再如，自动售卖机的场地费，快递
柜入场费，商家在封闭小区做活动所交的展位费、
摊位费等都属于小区公共收益。

四季芳洲也是哈市为数不多公开公共收益的
小区之一。“我们小区目前公共收益主要是租赁小
区公共房产，另外还有快递柜的入场费，每年收入
约 30万元。”作为业主代表，赵光向记者透露，从
2019年开始业委会掌握小区公共收益后，业主大会
委托业委会管理，业委会每年定期公布收益明细。

据四季芳洲小区业委会主任孟玉林介绍，除
了给业主发豆油，业委会还利用公共收益的结余
改善了小区环境，例如更换单元门、粉刷楼道、维
修地下车库等。

小区公共收益难定期公开，原因几
何？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
示，很多居民并不知道小区公共收益的
存在，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比较低，给
了物业公司侵占居民权益的可乘之
机。即使部分居民知道小区公共收益
的存在，但个人力量比较薄弱，无法与
物业公司进行抗衡。

“小区公共收益账目不清、去向不明
主要原因是业主财产边界不清造成的。”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哈尔
滨市四季芳洲首届业委会主任赵光，曾
于 2020年初带领小区业委会通过诉讼
讨回亿元资产管理权。

赵光认为，作为全体业主利益“代言
人”的业委会，成立难、换届难，并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也是小区业主共有资产
被非法侵占、公共收益资金被非法支配

的重要原因。她提到，业委会至今没有
法人地位，作为合同的甲方不能平等地
与合同的乙方——进入小区为业主服务
的开发商、物业等企业享有同等权力，尤
其是财权不能独立。所以在与合同乙方
进行谈判、对话、协商、签订合同时，不能
掌握主动权，不能有效制约对方，不能有
效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基层监管力量薄弱，
业主相关维权行为很难得到相关部门
有效支持。哈尔滨市松北区一业主告
诉记者，2021年 3月，他向相关部门投
诉小区物业公共收益未公示，电梯内广
告等园区各类牌匾利用业主公共区域
经营产生的费用未公示等问题，3个月
后物业仍无所作为，经再次投诉，辖区
街道办才向小区物业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

小区公共收益关系到每一位业
主的切身利益。如何让小区公共收
益变“糊涂账”为“明白钱”呢？多位
专家表示，要通过立法、推动小区基
层组织的设立等厘清责任。其次，要
完善法律法规，使业主维权渠道完全
畅通，不能形成肠梗阻等上下不一致
的情况，导致实践中的混乱。

曲文勇建议，监管部门要强化对
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要通过大数
据、信息化等手段，推动物业公司提
高账目透明度。每年定期对物业公
共收益收支进行审计，向全体业主公
开。要在小区显著位置公开每一笔
钱的收入来源和用途，保障业主的知
情权。并通过媒体定期曝光物业失
信案例。对违规企业进行降级或者
警告，绝不姑息。此外，要运用互联
网、微信群等，提高业主的维权意识。

他说，要积极推动小区业委会的
建立，提高小区业委会的覆盖率。建
议法律、公安等部门的退休人士担任
业委会成员。业委会成员要怀着一
颗公正的心，为全体业主谋福利。另
一方面，基层部门要依法监督业委会
的工作。

你家小区
一年公共收益多少钱？

公共收益难公开，究竟难在哪儿？

“糊涂账”如何
变为“明白钱”？

如何变如何变
小区公共收益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燕

又到岁末年初。前几日，武汉市某小区的业委会从小
区公共收益中拿出19万元购买了生活物资，作为福利发放
给业主，让网友直呼“真香！”

小区公共收益这笔钱从哪儿来？哈市住宅小区公共收
益现状如何？连日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糊涂账糊涂账 明白钱明白钱？？

我省首个“金融助老适老服务示范县”创建工作在嘉荫县稳
步推进；哈市道里区适老服务先行试点；从衣食住行到社会融入，
再到精神生活——

适老化改造加速上线

A、既适老又适用，避免“想当然”和形式主义。
比如有些小区健身器材的高度、弯度不适合老年人；有些住宅楼楼梯

较陡，不利于老年人行走；人车分流不到位，娱乐、活动交往空间贫乏等。

B、加大数字化、智能化适老力度，避免陷入“数字鸿沟”。
进一步开发数字化、智能化适老产品的同时，注重线下与线上融合，

开展多种助老服务，打造人性化服务环境。

C、社会治理中要有适老化思维，不能被动缝缝补补。
要把老龄化当作“普遍”“常态”“长远”的问题去看待，坚持系统观

念、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综合施策。

专家：

“适老化”
还需“加把火”

适老化改造不仅在设施
上，还要在服务等广义上满足
需求，既要有存量的适老化改
造，也要有增量的适老化提供，
以及适老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
提升。对此，黑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所
长王蕾认为，当前适老化建设
过程中还需注意一些问题：

哈尔滨火车站爱心服务队助老服务哈尔滨火车站爱心服务队助老服务。。

齐齐哈尔市政务服齐齐哈尔市政务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为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为
老人办理不动产登记老人办理不动产登记。。

某小区电梯入口处的广告某小区电梯入口处的广告。。

电梯轿厢内的广告电梯轿厢内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