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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百杰同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唯一合法公章
为大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备案公章，不论任何时间如出现
其他非备案的百杰公司公章我公司一概不予认可，特此声明。

公告单位：大庆市百杰同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1日

公
告

今年 5 月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香
坊分局哈平路派出所按照市局“两队一
室”建设的总体要求，不断优化警力配
置，创新勤务模式，在改革中焕发新动
力。

“小王，电机厂附近群众发生肢体冲
突，你去调解一下。”“哈平路有群众报警
称自己手机被盗，请快速出警。”在哈平
路派出所的综合指挥室里，当日值班民
警正有条不紊地根据每起警情下达处置
指令。

哈平路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设立综合

分析、指挥调度两个专人专职岗位，实施
动态化处警调度，结合警情科学指派警
力，从接到群众报警到派出所受立案，再
到社区警务队日常巡逻中接到抓捕任务，
逐步形成线上线下全链条闭环勤务新模
式；综合指挥室与案件办理队、社区警务
队结合，案件查处与现场接处警同步进
行，有效提升了派出所的打击和防范效
能。

6 月末，综合指挥室接到警情：某商
城地下一服装店铺有很多衣服被盗窃。
指挥室民警立即指派给案件队民警现场

出警，结合案件队了解的情况，指挥室民
警根据监控查询、综合分析，最后锁定该
女子身份信息，在其再次实施作案时，将
其抓捕归案。7月初，哈平路派出所接到
辖区群众报案称：辖区某广场写字楼附
近有人可能以组织公司投票的形式进行
电信诈骗。获得这一线索后，综合指挥
室民警立即根据报案群众提供的基本信
息，展开精准分析研判并将完整的信息
链推送案件办理队。仅一天时间，民警
就将该案主要嫌疑人抓获，并在三天内
乘胜追击彻底捣毁该电诈团伙，抓获电

诈人员共计10余人。
“按照以往夏季到来，辖区治安案件

会较上个季度有所上升，但今年的发案率
却在下降，说明我们新型警务模式发挥了
作用”哈平路派出所所长樊伟说。“两队一
室”警务模式运行以来，哈平路派出所辖
区刑事警情、治安警情、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发生率均有所下降，小区人防、物防、技
防措施提档升级，社区警务更全面、更加

“零距离”的服务，案件侦办速度更快，辖
区治安环境更好……这些趋势印证着“两
队一室”改革的成果和服务人民群众一成
不变的初心。

下一步，哈平路派出所将继续以“两
队一室”警务机制为引领，聚集防风险、保
平安、护稳定的要求和群众反映的问题，
更加高效办理各类案件，为群众撑起一片
平安的天空。

“非常感谢农场授予‘创收之
星’的荣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带
领团队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好的
成绩。”在五九七农场“企业之星”表
彰大会上身披绶带、胸戴红花、手捧
3万元奖金的农林牧综合发展中心
主任温建高兴得合不拢嘴。

为进一步完善企业考评激励机
制，着力培养懂经营、善管理的优秀

人才，激发员工干事热情，全力推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百日攻坚”行
动。今年，这个农场结合“善治红兴
隆”三年行动，启动“企业之星”评选
活动，对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有
突出贡献的2个先进集体和5个先进
个人进行表彰，共发放奖金 14 万
元。营造“人人争第一、事事创一
流”的浓厚氛围。 （李士会 丁蕊）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哈平路派出所

优化警力创新勤务增添新动力
五九七农场

选树典型做表率提干劲

□文/摄 本报记者 莫丽萍

一顶帐篷、一帘天幕、一席
野餐，约上三五好友、带着一家
老小，坐看花开花落，远望云卷
云舒……

随着人们对“诗意栖居”生
活的无尽向往，远离喧嚣、在家
门口尽享“诗与远方”的露营旅
游，逐渐成为当下“网红”生活方
式之一。露营也从一小众户外
爱好，发展成为刷爆社交平台的
顶流。

近日，记者走访省内露营基
地、相关产业及市场发现，不仅

“精致露营”“轻奢露营”“城市露
营”火出圈，随之融合万物的创
意“露营+”也不断被深耕，从休
闲，到产业，再到文化，集结了我
省露营经济发展的“流量密码”。

创意“露营+” 龙江露营经济“流量密码”

一路向北、醉美龙江。当从
哈尔滨出发，“踏访醉美龙江G331
边防路”大型自驾游的一辆辆壮
观的房车，于 16日驶进中国瑷珲
国际汽车营地时，露友们无不感
到“惊艳”：东邻黑龙江，西连G331
国道，界江、森林、田园、沙滩、帐
篷……沐风亲水、闲庭信步，怎一
个“爽”字言尽！

“这是我省首家 5C级自驾车
旅居车营地，是集自驾露营、体育
赛事、旅游观光、研学康养为一体
的超级乐园。”该营地市场销售部
经理谭淑云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说。

“野惯了的人，在家待不住
啊！”在龙江天鹅湖庄园自驾游营
地垂钓的于先生告诉记者，他和
露友们，经常来此露营，“尤其是
雪地露营，穿着羽绒服，支起棉帐
篷，点上焚火炉，在雪地里与孩子
们玩累了，便来一锅热气腾腾的
啤酒炖大鹅……”

记者调查发现，我省众多经
营者看好“露营”发展势头，纷纷
转型或上马露营项目，如哈尔滨
周边帽儿山、凤凰山、长岭湖等景
区，都设置了露营区。露营旅游，
已成为微度假时代下的“网红”生
活方式之一。

露营热，也带火了周边经济。
记者在高德地图上发现，哈尔滨各区

的迪卡侬长期稳居“运动户外热榜”第一
名。14日，记者来到迪卡侬埃德蒙顿店。

一上滚梯，便看到多个两室一厅、一
室一厅的帐篷，能容纳多人的天幕，内置
桌椅、气垫、小车，以及炊具、灯具等，品类
齐全、应有尽有。让人望上一眼，便想“来

一次说走就走的露营”。“从5月以来，卖出
3000多元的两室一厅帐篷 2个，中小帐篷
100个、露营车 49个、天幕 21个……总销
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该店运
动销售助理陈可心告诉记者。

露营热不仅带火了露营装备，随着经
营者和潮人们花式玩法，也带火了相关娱
乐活动。在抖音等平台上，记者看到由哈

尔滨御马汇马术俱乐部承办的露营活动
的视频，赚足流量：水域沙滩、非洲鼓表
演、骑士马术、江上游艇、动力伞飞行等，
可谓是“水陆空”一站式服务。

一顶帐篷也带火了乡村经济。逊克
县松树沟乡依托新立村依山傍水的优势，
积极打造露营基地，使这里成为乡村游打
卡的“新地标”。

谁说露营必须依山傍水、野外绿地？
在城市里，同样可以满足广大露友需求。
哈尔滨西城红场今夏打造的“城市露营”，
就火出了圈。

14日，记者来到西城红场的“星空露
营”地，精美、时尚、浪漫，充满即视感和冲
击力的露营环境，每一个角落都是超级大
片。同时，这里还增添了“露营+”的多元
创意：露营+冷饮+烧烤+商店+萌宠+电
影，是“常规动作”；露营+现场作画+电音
派对+文艺展示+创意活动，独具 IP魅力。

谈起“城市露营”的创意背景，西城红
场冰城青创汇负责人崔奇向记者介绍说：

“在西城红场原有工业化背景的基础上，结

合年轻人喜爱的消夏方式，打造个性化的
圈子文化和社交平台，如将后备箱集市、网
红音乐、游戏派对等融合到露营中，并即将
启动‘蚂蚁城市露营小镇’活动，使哈尔滨
的城市露营更富底蕴、价值与灵魂。”

在哈尔滨经纬街上，有一家摆放着各
种露营装备的咖啡屋，将咖啡文化与露营
文化相结合。记者了解到，因女主喜欢咖
啡，男主喜欢露营，便有了这样的展现……

“露营+研学”也是今夏孩子们的热衷
活动。木艺制作，感受非遗魅力；水稻插
秧，体验农业种植……三年级学生家长陆
晓薇告诉记者：“放假前就给孩子报了露营
研学活动，希望孩子在大自然中激发探索

未知的兴趣。”
“在全国露营热的大背景下，我省受消

费形势、观念转变、疫情影响等因素，呈现
出各种‘露营+’新业态，由休闲、产业，上
升为文化层面，体现出露营产业挖深拓广
的同时，我省的城市底蕴和品牌价值也在
不断升华。”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副教授朱晓蕾分析说。

“我省旅游资源丰富，露营产业前景可
期。”黑龙江省自驾游与露营协会会长董国
立说，“今后会通过继续完善汽车营地等交
旅设施建设，布局全省自驾游露营一张网，
通过宣传、营销、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吸引
龙江人和外地游客，畅游醉美龙江。”

一路惊艳
开启“网红”生活

不仅“玩起来”更要“富起来”

彰显城市时尚魅力沉浸感
露营+文化

露营+休闲

解锁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面对2.67亿老年人，如何守护最
美“夕阳红”？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
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
措，但也面临床位少、费用高、护理人
员短缺等困难。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7月21日公布，在总结近
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
我国医养结合的政策、服务、标准、人
才、信息等体系，为各地加大服务供
给、打通堵点绘出“路线图”。

基础设施加快“补短板”
截至 2021年底，全国 6492家两

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共有 175万
张床位，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提供医
疗服务的比例超过 90%。但相比不
断增长的老龄人口与服务需求，一些
基础服务设施仍有差距。

根据指导意见，除了积极提供居
家医疗服务之外，在社区和乡镇，有
条件的卫生院、敬老院等要利用现有
资源，内部改扩建一批医养结合服务
设施。

对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鼓励开
展居家医疗服务、医养结合签约服
务，特别是医疗资源富余的二级及以
下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利用现有床位
开展养老服务。

服务内容突出“连续性”
给60岁老年人提供“健康关爱”，

为80岁老年人提供“银铃关爱”，给予
100岁老年人“晚霞关爱”……上海徐
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老年人提供“医养护居送”全程健康
管理服务，让他们暖在心上。

突出综合性、连续性服务，正是
医养结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指
导意见提出，各地要推动社区医疗卫
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
设施统筹布局、资源共享，鼓励基层

积极探索相关机构养老床位和医疗
床位按需规范转换机制。

“医养结合的推进，涉及医疗、养
老、社区、产业等多方面内容，做好不
同系统之间的服务衔接十分重要。”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冯文猛说。

配套政策打通“最后一米”
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养护中心，

入住的京籍老人占比 97%。相邻的
燕达医院，率先实现与北京医保的互
联互通，并通过同北京优质医疗资源
合作，极大提升了老年人医疗、护理
等方面能力。

完善价格政策、加大保险支持、
盘活土地资源、落实财税优惠……此
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多个维
度的支持政策。

根据指导意见，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服务，采取

“医药服务价格+上门服务费”的方
式收费，上门服务费可综合考虑服务
半径、人力成本、交通成本、供求关系
等因素自主确定。

多渠道拓展专业人员“供给量”

数据显示，我国失能、部分失能
老年人约 4000万，对照护人员的需
求超过 1300万人，但目前仅有相关
人员50多万人。

指导意见专门提出，加快推进医
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紧缺人才培养，并
提出通过开展应急救助和照护技能
培训等方式，提高失能老年人家庭照
护者的照护能力和水平。

“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强人才培训、
引导医务人员从事医养结合服务、壮
大失能照护服务队伍三项重点任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郝晓宁说，这是推动人才队伍提
量提质的一揽子措施，有望吸引更多
人才参与到医养结合服务中。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医养结合领域
指导意见四大看点

上图，龙江天
鹅湖庄园自驾游营
地。

左图，西城红
场后备箱集市。

右图，售卖中
的帐篷。

新华社华盛顿7月21日电（记
者孙丁）美国白宫 21日上午通报，
美总统拜登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有非常轻微的症状。

据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让-
皮埃尔的声明，拜登已开始服用一
种治疗药物，将在白宫隔离并继续
全面履职。拜登已接种新冠疫苗以
及两剂加强针。

声明还说，拜登将在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转阴后恢复正常办公，白
宫将每天提供有关拜登身体状况的
最新信息。

这是7月20日在华盛顿白宫拍
摄的美国总统拜登。

新华社发

美国总统拜登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