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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民生事代表委员“对话”居家养老

如何“管好”家中的那张养老床
多举措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

文/摄 生活报记者 张立吕晓艳
对于住在哈尔滨市尚志胡同、80岁高龄的独居老人马奶奶来说，下楼买菜回家做饭越发显得力不从心。看到最近社区助老餐厅送餐到家的通知，她

乐坏了，以最快速度打电话订餐，却被婉拒了。“可以理解，十几元的盒饭跑一趟，商家成本确实不够。”马奶奶也只能“望餐兴叹”。
老有所养是民生要计。统计显示，我省老年人口逐年递增，90%的老人选择了马奶奶这种养老不离家的居家养老方式，但目前居家养老服务尚存不

足，难满足老人家中养老的服务需求。如何让老人们在家安心养老，让家中的养老床更舒适，成为本届“两会”上委员代表关注的话题。

针对我省老年人口情况，省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进行了多次调研，发现居
家养老是我省老人养老的首选，所以如
何提供专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
急需解决的新问题。根据全国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我省已由轻度老龄化阶
段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全省60周岁
和65周岁以上老年常住人口分别为
740万和497万，分别高于国家平均水
平4.52和2.11个百分点。其中90%的
老人选择居家养老。

“以齐齐哈尔为例，全市60岁以上
老年人中，独居的 67612 人，占比
8.54%；与家人同住的583233人，占比
73.69% ；住 在 敬 老 院 或 养 老 院 的
18181人，占比2.30%。”政协委员刘艳
芳表示，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居家养老
仍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主要方式，那么
居家养老服务的程度则影响着老年人
晚年的生活质量。

连续多年“带着”养老建议上会的
省人大代表高广生告诉记者，我省老龄
化趋势发展是很迅猛的，独居老人和空
巢老人增速加快。因为越来越多的家
庭趋于小型化，加上城市生活节奏的加
快，年轻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很
多在异地、异国生活和工作，使得传统
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所以居家养
老的空巢老人比例增多，居家养老服务
对独居的高龄老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对话“养老”
90%老人
选择养老不离家
居家养老服务问题
亟待破解

“你看社区群里发的通知，对
于我这样半失能老人是可以送餐
的，但就是不送，要是给送，我多加
点钱也行。”80岁高龄的马奶奶提
到助老餐厅不能送餐的情况，感觉
有些失望，她说患病之后腿脚不
好，尤其冬天最难熬，只能麻烦邻
居给捎些肉、菜了。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一些公布
的助老餐厅，几位负责人面露难
色地说：“当时没有硬性的规定必
须送，我们既然加入助老餐厅肯定
就是有爱心的，不是单纯不想方便
老人，只是有心无力。本来饭菜就
几乎成本价了，再加上人手不足，
若请专人配送就得赔钱了。”

——助老餐厅挺好 送到家有点难

省政协委员 汤连志省人大代表 高广生

对话“症结”养老不离家 服务却难到家
对于目前我省居家养老服务

的现实情况，部分委员代表表示，
我省相关管理部门早已预见大部
分老人养老不离家的情况，居家养
老服务的政策不断出台、举措不断
推出、服务内容不断丰富，但在“落
地”时却难顺畅。对此，记者在走
访中也发现，部分社区养老措施推
出又夭折，让有需求的老人很难享
受到家中的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 看不
见摸不着

家住哈市南岗区的李守仁，今
年84岁，老伴儿今年83岁，家中唯
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加拿大，
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李守仁
说，老两口曾去儿子家住过一段时
间，感觉不适应就又回来了。但随
着年龄增大，感觉在家养老越来越
力不从心，但又不想去养老院。

“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
看到出台的居家养老服务挺多，但
也没享受到啊！”李守仁告诉记者，
听说有社区志愿者可以助老，他就
打听社区，回复说得等有志愿者
的；说可以给老人提供定位呼叫的
手表，一问也没有；说居家智慧养
老，也没享受到。现在家里找了一
位只管做饭的保姆，而日常买了重
的东西、安个灯泡的事就得求助左
邻右舍。目前，面临最尴尬的问题
是没法去浴池洗澡，年龄大没人陪
同不能进，一直只能在家洗。

省政协委员刘艳芳表示，目前，
一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开
办，虽然可以使一部分老人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但还未真正形成全面
的规范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存
在布局不均衡、设施不完善、设计不
合理、配备比较单一等问题，无法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家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固街
的李女士，这几天在为80岁的母
亲找日间照料室，但没想到社区说
开过一阵早就关了。

“雇保姆的费用太高，就想
到了社区日间照料。”李女士告
诉记者，母亲虽然能照顾自己，
但年岁大了记性不好，独自在家
让人不放心，希望找一个日间照
料的地方。原来所在社区开过
养老的日间照料室，白天可以将
老人送去托管，晚上再接回来享
受家庭生活，但没想到现在已经

没有了。
对于老年日间照料，省政协委

员张瑞庭则在提案中提出，目前很
多社区的托老所以及日间照料场
所过少或是没有，有的社区即使有
也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得到有效
的利用。部分老人日常只能集聚
在商场、大型超市等公共场所。此
外，文化设施建设不足，大部分社
区无力为老人建设相关的休闲娱
乐设施，更缺少老年阅览室、老年
大学及健身活动等设施，业余生活
十分单调。

——社区老年日间照料室开了又关 不离家的养老有点儿难

一根黄瓜吃了三顿，早上拌了
一块，中午炒个黄瓜片鸡蛋，剩下
的则晚上一人一块蘸酱吃……家
住公滨城市花园的孙大爷老两口
的三餐，不免让人心酸。“年岁大了
力不从心，下楼买菜都成了难事，
现在不能及时找到帮助的人就只
能先这样了。”

孙大爷告诉记者，以前他会通
过哈市助老热线找志愿者、热心商
家帮忙送菜、买东西、修家电，政府
部门专为老年人开设的帮助电话
感觉方便也安全，但这段时间这个

电话根本就打不通了，让他感觉很
不方便。随后，记者拨打了哈市的
助老热线，也一直无法接通。

“养老政策需要长期监管，不
能出台了就了知，启动了就维护。”
省人大代表高广生表示，养老项目
多是公益属性，一些社区养老政策
很好，但运行一段时间就没了，不
能重建设轻服务。像助老热线既
然已经开通，就应该服务好，政府
部门要监管好，而且助老热线是老
人极为关注和使用的，必须得经营
好。

——助老热线打不通 无人助老 高龄老人居家养老很尴尬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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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人公
示如下：

本人王天洋现为坐落于民
生尚都小区F区 16栋 1单元 5层
03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
为 住 宅 ，建 筑 面 积 82.14 平 方
米。该房屋原所有人王玉生、王
玉菊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原房屋拆迁协
议号01140141534,本人自愿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
产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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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好民
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
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群力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 3561
号,联系电话:0451-84315634。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群力分中心,道里区崂
山 路 352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5986641。

2022年1月25日

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哈尔
滨壹加壹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11552614203Q，公司拟通
过存续分立方式进行分立，存续
公司为“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新分立公司为

“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学有限公
司”，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27900万
元，分立后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3620
万元，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学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4280 万元。分
立前原公司的债权债务按照分立
基准日存续公司和新分立公司分
配的债权债务由存续公司和新分
立公司分别承担，同时存续公司
和新分立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责
任。本公司债权人可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申
请，可要求公司对债务继承方案
进行修改，或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
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企业联系人：高丽红，联系电
话：13603683729，企业地址：哈尔
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99号。

根据公司法，特此公告。
哈尔滨壹加壹再生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
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人公
示如下：

本人于微现为坐落于民生
尚都小区 B21 栋 1 单元 11 层 03
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为
住宅，建筑面积 77.94 平方米。
该房屋原所有人郭春光已将该
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
占 有, 原 房 屋 拆 迁 协 议 号
01190051374,本人自愿承诺该不
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产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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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好民
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哈
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群力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 3561
号,联系电话:0451-84315634。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群力分中心,道里区崂
山 路 352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5986641。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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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外区东莱街道办事处东莱社区
的负责人表示，小水晶街此次停水涉
及32号1、2单元、36号、40号、44号，
受影响的居民大约有40户。由于该
楼为40年的老建筑，管线年久失修，
造成出现多处渗漏。此前，供水部门
在维修过程中修复了一处漏点，但是
又陆续出现其他漏点，居民楼短暂供
水后又再次停水，目前供水部门正在
抓紧抢修。

据介绍，经过社区的协调，停水
发生后相关部门两次用应急供水车
为居民供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居
民，社区工作人员提供送水上楼服
务，社区还在办公地点为居民提供了
取水点，居民可以在下班前到这里拎
水。

东莱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供水、物业都在全力以赴排除漏点，相
信很快就能恢复供水。

社区协调解决40户居民用水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李威兵文/
摄）24日，有冰城市民通过本报帮办热
线反映，道外区景阳街262号院又脏又
乱，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打扫卫生了。当
日，生活报帮办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地区
的南马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
向上级部门反映此事，目前正在处理。

24日，记者来到景阳街262号院，
从景阳街一侧进去可以看到，路中间有
一个约10厘米高的大冰包堵在路中
间，在大铁门旁，沿着墙根有一堆生活
垃圾，连同右边地面上零零散散的生活
垃圾一起堵住了大门，只剩下中间一条
弯曲的小窄道能够让行人正常行走。
进到院内，院子中间有一大片圆形的冰
面，中间有一个大窟窿，上面堆着一些
垃圾。在冰面的旁边，墙根堆着很多建
筑垃圾，上面还有一层生活垃圾。在院
子的角落里还停放着一辆很长时间没
人动过的三轮车，三轮车附近成了“露
天公厕”，满地都是排泄物，一层厚厚
的、黄色的冰沿着墙根向地势低的地方
不断延伸。

住在这个院里的张大爷很生气：“路

面返脏水一直也没人管，我们也找物业
好几次了。这院子都成啥样了，天天外
面的人跑这里来上厕所，垃圾都堵门口
了。”当日，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小区的中
润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说：“我们就管公
共设施，卫生得社区管。”

记者此后又联系到负责该地区的
南马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
院已经有一段时间无人清理卫生了，现
在环境确实脏乱，社区已经多次向上级
部门反映此事，目前正在处理。社区工
作人员说：“我们也反映好几次了，也一
直等着负责卫生的部门来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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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帮办记者王萌文/摄）24日，哈市道外区小水晶街40号的居
民向生活报帮办记者反映：“我们已经停水一周了，现在抢修仍在进行。”当
天，记者来到现场进行了采访，道外区东莱街道办事处东莱社区的负责人表
示，由于停水时间较长，社区已为居民联系了应急水源，目前居民吃水不成问
题，各单位将全力以赴，尽快为居民恢复供水。

当天，记者在小水晶街40号单
元门前看到，供水部门的维修作业正
在进行中，大型作业机械停在路边，
靠近墙体的人行道上挖出了一个深
达两米的大坑，坑里没有水。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人行道下面的进户管暂
时没发现漏点。在地下室，另一组维
修人员正在进行作业，他们表示，水
是从地下室的墙下面涌出来的，但漏
点暂时还没有确定。

漏点暂时还没确定

小水晶街40号的居民赵大娘
说：“已经停水好几天了，眼看就要过
年了，大家心里都挺着急。”据居民们
介绍，停水大约在17日前后，居民将
此事反映给供水部门后，维修人员就
到达了现场。经过一周的维修，23
日晚上来了一阵儿水，但第二天又停
了，可能是故障还没有完全排除。记

者通过哈尔滨供水服务热线了解到，
该处的供水管线出现漏点，目前仍在
维修中。

帮办记者现场走访了几户居
民家发现，居民家中都存了水。
居民表示目前有地方接水，但还
是希望尽快排除故障，恢复正常
供水。

居民家中都有存水

景阳街262号院垃圾堵门 路面返脏水

社区：已反映情况 正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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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送来应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