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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
大，一部分老年人为支持儿
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
离家漂至陌生城市。他们在
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文化
差异、夫妻两地分居甚至语
言不通等问题。尽管各地政
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但有
的政策相互“打架”，有的政
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
“卸”不下的十斤药袋

今年 64 岁的任建国自
2013 年起，每隔半年要跟老
伴儿一起从吉林市来到石家
庄照顾外孙。老人患有高血
压、高血脂，加上心脏支架手
术后需要药物维系，每天需
要服用的药物多达 5 种，一
天三次。

“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

庄买药不行，因此每次去石
家庄之前，我要在吉林拿着
医保卡去开药。5 种药开足
半年的量，袋子提起来近 10
斤重。”任建国说。
“走”不出的孤身茫然

两年前，内蒙古呼伦贝
尔老人王燕被女儿接到呼和
浩特帮忙照顾外孙。她坦
言，自己总是感到非常孤单
和焦虑。“女儿、女婿每天早
上很早出门上班，中午不回
来，晚上加班也很晚回来，外
孙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来管。
没有帮手，没人能说说话，每
天累到不行，心理压力也很
大。”
“兑”不成的“空头支票”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权益
保障，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

出台了不少措施。相关条款
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
保健、商业服务等方面，细化
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
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实
际落地情况不一，有些政策甚
至成了“空头支票”。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规定，车站、机场、医疗机构等
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
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
票、船票、飞机票，优先托运行
李、物品，在各类医疗机构优
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取
药、住院。然而，上述规定在
个别地方形同虚设。

很多老人反映，他们经
常要在异地孩子家和故乡老
家之间往返，进出火车站都
是正常排队，没有所谓“绿色

通道”，也不知这样的通道
设在哪里。

“老漂族”群体近年成
为社会热点，需要政府关
注，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
一些地方老龄组织的职能
却在弱化。“过去是协调各
部门，现在只能搞老年宣
传，组织点儿老年活动，处
境很尴尬。其实，社会需
要能体会老年人处境的政
府组织去发现问题。”太原
市一位长期从事老龄健康
服务的工作人员坦言。

此外，多地老年人反
映，几年前国家发文要求停
办老年人优待证，凭身份证
享受待遇，但在有些地方想
要享受优待还必须持老年
证。 任丽颖 哈丽娜

老年人权益保障别忘老年人权益保障别忘老漂族

9 日，朝鲜在平壤金日
成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
式，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出席。这是朝鲜今年举行的
第二次阅兵式，此次阅兵是
为 了 庆 祝 朝 鲜 建 国 73 周
年。一般“逢五逢十”被视为
重大纪念年份，而朝鲜缘何
在“73”这样一个年份举行如
此盛大的庆祝阅兵式呢？

此次阅兵式的主要参演
人员是“民间及安全武装力
量”。阅兵式一开始，接受检
阅的军民列队摆出“9·9”“以
民为天”“富强”等文字和劳
动党党徽图案，随后举行了
伞兵跳伞、战斗机鸣放礼花、
少年团献花、升旗仪式和鸣
礼炮 21 响等活动。但据报

道，此次阅兵没有展示主要
军事装备，朝鲜国家媒体也
没有提及展示新武器。由此
可以看出此次活动似乎更多
着眼于国内需要。

从参演方队构成看，此
次阅兵式主要检阅了工农赤
卫军和社会安全军，分别代
表着朝鲜各地、各行业、主要
企业、群团组织及公安警察
力量，是朝鲜国内各主要部
门 和 单 位 的 一 次 集 体“ 亮
相”，旨在进一步加强内部团
结、鼓舞士气。

特别是各地工农赤卫军
方队均由当地党委责任书记
担任领队。平壤市及平安北
道、平安南道、黄海北道、黄
海南道等朝鲜各道党委“一

把手”带队接受检阅，既是对
各地方工作的肯定和工农武
装力量的表扬，相信也会对

“一把手”们进一步做好未来
工作赋予更多的责任。

此外，负责疫情防控的
紧急防疫方队首次亮相，结
合 9 月 2 日刚刚召开的朝鲜
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采取严密防疫措施，凸
显当前朝鲜将防疫工作作为
国内工作的重点。

对比过去一年来朝鲜举
行的三次阅兵，此次阅兵在
武力展示上的强度和意味明
显缓和了许多。朝鲜上一次
举行阅兵式是在今年 1 月，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前几天，
展示了一种被其国家媒体称

为世界上最强大武器的潜
射弹道导弹。而此次阅兵
并没有朝鲜人民军的参
与。

年初对外宣示，年末
对内动员，可以看出朝鲜
领导人对国内国外政策的
全面关注。正如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书记李日焕在阅
兵式上发表讲话时说的那
样，全体朝鲜人民一手拿
枪一手拿锤子、镰刀和毛
笔，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社
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扬了英
雄主义。今后也要一如既
往，始终以团结一心的威
力打破当前的困难局面，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高
潮期。 姚西蒙

朝鲜建国朝鲜建国 7373周年阅兵传递哪些信号周年阅兵传递哪些信号？？

今年 62 岁的李年根
是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洞
村乡竹编第五代传人。这
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篾
匠，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互
联网上展示竹编手艺。凭
着 50 多年的手艺，他“破
圈 ”成 为 全 网 粉 丝 量 达
800万的“网红”。 周密

篾匠网红篾匠网红
在电商平台看到个“好

物件”，想发给朋友，但分享
不了，甚至需要“口令”。这
种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一直以来，微信、抖音、
淘宝、拼多多、支付宝等平台
不能相互分享网址链接。平
台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
的识别、解析、正常访问，影
响了用户体验。13 日，工信
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
理局局长赵志国介绍，工信
部 7 月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互
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屏
蔽网址链接也是重点整治的
问题之一。

工信部表示，已要求企
业按照整改要求，务实推动
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
同类型的问题。 吴涛

微信抖音淘宝等
或打通链接

日前，农业农村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随着中
秋、国庆两节临近，农产品
消费将迎来传统旺季。根
据监测调度，两节期间，全
国“米袋子”“菜篮子”供应
有保障。

今年夏粮、早稻已丰
收到手，秋粮播种面积增
加，粮食库存充足，粮油保
供稳价基础较好。随着生
猪产能完全恢复，猪肉价
格持续下跌。随着天气转
凉，蛋鸡产蛋性能有所提
升，鸡蛋供应将平稳增长。

目前，应季水果大量
上市，农业农村部重点监
测的 6 种水果批发价格已
经连续下跌 3个月。 央视

“米袋子”“菜篮子”
供应有保障

印度《经济时报》13
日称，今年，印度与多国展
开双边和多边军演的数量
前所未有。印度舆论认
为，印度当前军事举动是
在针对中国。

目前，印度正参加在
俄罗斯举行的多国演习。
不久前，印度才结束与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举
行的双边军演。下个月，
印度将参加和英国在孟加
拉湾举行的演习。9 月到
11 月，印度陆军将分别与
尼泊尔、斯里兰卡、英国、
美国、法国举行军演。而
印度海军今年已与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等多国举行军演。

李培松 王逸

印度今年至少
与11国举行军演

9 日，广西百色市关
工委召开驻会领导班子成
员会议，学习贯彻中国共
产党百色市第五次代表大
会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各级关工
委和广大“五老”同志要认
真传达贯彻好市党代会精
神，在助力乡村振兴、深化
关爱工程方面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关工委要结合实
际工作，充分发挥“五老”
作用，助力乡村振兴。要
讲好百色故事，抓好青少
年宣传教育，继续发挥“五
老”优势，扎实推进全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创新发展。

王国帆

百色市关工委
关心下一代

□本报记者 高海涛
“如果刘焕兴老人没有

找到外甥或者老同学，我愿
意担任他遗体捐献的执行
人 ，帮 助 他 实 现 心 愿 ！”14
日，闻悦养老院院长郑永波
看到报纸后，给本报编辑部

打来电话，做出上诉表态。
14 日，本报老人热线版

刊发了《老人捐遗体 想找
“执行人”》一文，刘焕兴老人
向本报求助：打算将自己的
遗体捐献，希望找到他的外
甥和老同学中的一人，担任

遗体捐献执行人。
据悉，郑永波从事养

老行业多年，总是以一个
女儿的心态去照料入住老
人。“你们孩子不在身边，
就把我当女儿吧！”这是她
经常跟老人们说的话。

““我愿意当执行人我愿意当执行人，，帮老人实现心愿帮老人实现心愿””

声明作废
▲海伦市向荣镇中学，不慎将财务专

用章丢失，法人：肖海涛，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伦 市 支 行 ，账 号 ：
23001726451058000088，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高宝铖不慎遗失道路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230307000346、声明作废。

▲张建涛，车牌号黑 LAT029，道路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证 号 ：
230182013821，声明作废。

▲经营者赵强不慎将红星美凯龙松北
区商场威灵顿展位 A8001，B8039，B8050，
B8051，B8052，B8053，B8055，质 保 金 票 据
号 :DZ-1711002048，票据金额：24000 元，
票据号：DZ-1711002050,票据金额：26000
元，的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原户名哈尔滨民众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现户名哈尔滨九壹三四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开户行哈尔滨银行安发支行，账号
1202012637331487，原财务章丢失，申请作
废。

▲安达市立国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不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代码
证号：684861054。声明作废。

▲黑龙江省富实光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30800MA1B5L0Q6Y)不
慎将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名章丢失，声
明作废。

▲ 马 帅 （ 身 份 证 号 ：
23112119980902451X ）遗失退役军人伤残
证，声明作废。

▲哈尔滨市道外区名驰宾馆酒店用品
经销部不慎将银行预留印鉴（法人王义华）
名章、财务章丢失，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民众支行，账号：
08044101040006292，特此声明作废。

▲哈尔滨龙升天浩商贸有限公司，开
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透
笼 支 行 ，账 号 ：168966497714，核 准 号 ：
J2610021984601,不慎将预留银行印鉴财务
专用章丢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黄晨旭出生医学证明，性别：
男，出生日期：2007 年 03 月 22 日，母亲：田
淑 香 ，父 亲 ：黄 春 辉 ，出 生 证 编 号 ：
H230109542，声明作废。

公告
▲本人张琪,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登
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区
车站街双福大厦南侧中医院楼下一层 5号，
房屋用途为商服，建筑面积 25.48 平方米，
本人承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
请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张琪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庄典,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登
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区
恒盛新天地 C6 栋 1 单元 602 室，房屋用途
为住宅，建筑面积 51.30 平方米，本人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均
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
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庄典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张明明,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
区恒盛新天地 B13 栋 1 单元 502 室，房屋用
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105.42 平方米，本人承
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
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张明明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郭君,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登
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区
恒盛新天地 C4 栋 8 单元 602 室，房屋用途
为住宅，建筑面积 87.87 平方米，本人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均
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
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郭君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马丽,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登
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区
恒盛新天地 C10 栋 2 单元 303 室，房屋用途
为住宅，建筑面积 115.76 平方米，本人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均
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
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马丽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尹淑杰,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
区恒盛新天地 C10 栋 1 单元 1701 室，房屋
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115.76 平方米，本人
承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
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尹淑杰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刘广茹,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
区恒盛新天地 B13 栋 2 单元 901 室，房屋用
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93.89 平方米，本人承
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
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刘广茹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魏娇、孙雷,拟向不动产登记机

构申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
产权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
双城区恒盛新天地 C11 栋 5 单元 401 室，房
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88.90 平方米，本
人承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
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魏娇、孙雷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王冬梅、王磊,拟向不动产登记

机构申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
动产权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
市双城区恒盛新天地 B7 栋 1 单元 1402 室，
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108.81 平方米，
本人承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
请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王冬梅、王磊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王祥坤,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
区恒盛新天地 C2 栋一层 38 号,房屋用途为
车库，建筑面积 20.97 平方米，本人承诺该
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均真
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应
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王祥坤 2021年 9月 15日
▲本人王祥坤,拟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零散户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拟登记不动产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
区恒盛新天地 B9 栋 1 单元 2402 室,房屋用
途为住宅，建筑面积 144.31 平方米，本人承
诺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所提供申请材料
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公告人：王祥坤 2021年 9月 15日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2021年 10月 14日之前)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不动产登记机构。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双城分中心，联系方式：83363358

声明公告刊登热线13763511313
声明公告刊登热线13349402886
声明公告刊登热线18686716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