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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上午，烟台市卫计委主任
包信勇到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进行工
作调研。市卫计委副主任王永秋、副书
记于逢连等领导陪同调研。

包信勇主任一行实地考察了医院
院区建设。在听取了张仁贤院长关于医
院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后，卫计委领导与
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最后，包信勇主任对医院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几点要求。一
是强调技术实力。医疗技术是医疗质
量的核心，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深化
服务水平和服务内涵，从而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安全、便捷、高效的
医疗服务。二是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开
展“引进来、送出去”为主要模式的人

才培养战略，不断加强对医务人员的
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实现
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向创建三甲医院
进一步迈进。三是加强医院信息化建
设。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提高工作效
率，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四是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医院党
建工作，用党建工作引领队伍建设，为
推进医院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证。五是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要提高认
识、强化措施，以科学发展和安全发展
的理念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全局，确保
医院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六是重视信
访工作。要完善机制，强化措施，构建
和谐的医患关系。

(通讯员：位佳)

烟台市卫计委领导
到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进行调研

近日，莱阳农行召开安全稳定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活动推进会议，

安排部署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治理专

项活动相关工作。该行负责人对重

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由运营部

牵头并进一步落实了各部门的分工

和职责，要求认真组织排查，切实强

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坚决遏制

安全事故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发

生，切实营造全行安全稳定的工作

环境。

同时要求排查小组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重实效”的标准，全力做

好本项工作。杜绝自查整纠流于形

式，确保各类问题隐患全面排查到

位，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改，为2018

元旦营造一个祥和安宁氛围，确保

2017年度安全圆满收官。

(通讯员：宋胜)

莱阳农行

召开专项活动推进会议

第四届山东省百岁寿星排行活动结果公布

烟烟台台111166岁岁老老人人排排十十大大寿寿星星榜榜首首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杜

晓丹 通讯员 平安) 27日，
记者从烟台市老龄办获悉，12
月21日，第四届“山东省百岁寿
星排行活动”在济南发榜。在全
省范围内以年龄最长者为序，
经逐级推荐并核查确认，最终
确定：郝淑芳等10位老人为第
四届“山东省十大寿星”；刘凤
奎、刘郭氏等4对夫妻为“百岁

夫妻寿星”；郝淑芳等36位110
周岁及以上老人被授予“泰山
寿星”称号。

据了解，为推动全省积极
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
施，总结长寿规律，倡导科学、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浓
厚的尊老敬老氛围，促进老年
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
高，有关部门开展了“山东省百

岁寿星排行活动”。“山东省百
岁寿星排行活动”从2008年开
始，每三年举行一次，今年已是
第四届，本届“山东省百岁寿星
排行活动”是由山东省老龄办、
山东省老年学学会、中国人寿
山东省分公司联合主办，于今
年10月启动，历时2个月，在全
省范围内以年龄最长者为序，
经逐级推荐并核查确认。

据烟台市老龄办工作人
员介绍，郝淑芳老人是烟台市
牟平区人，她以116岁高龄名
列“山东省十大寿星”第一名。
鄄城县的张存合老人是唯一
入围“山东省十大寿星”的男
性，他以115岁高龄名列第二
名。第四届“泰山寿星”有5位
男寿星入围，比上一届增加了
4位，总人数增加了12位，“百

岁夫妻寿星”比上一届增加了
1对。

据介绍，和这些老寿星的
接触中发现，他们的长寿秘
诀，主要有以下共同点：性情
开朗，心胸开阔；勤于劳作，喜
欢活动；起居有常，睡眠充足；
饮食有度，营养均衡；家庭和
睦，子女孝顺；心地善良，乐于
助人。

平平安安人人寿寿发发布布《《家家庭庭亲亲子子陪陪伴伴白白皮皮书书》》发发布布
“形式陪伴”占主导、“物质陪伴”受关注

2017年12月26日，平安人寿
联合南方周末、零点有数、微博
母婴等机构共同发布《2017中
国家庭亲子陪伴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报告显示，越
重视亲子陪伴的家庭越缺乏陪
伴时间，家长在关心孩子身心
健康时却忽视陪伴质量、流于
形式，父亲陪伴相对缺失，家长
普遍重视为孩子准备房产、保
险等“物质陪伴”。

据悉，本次白皮书的调研
以“城市家长陪伴孩子的现状、
亲子陪伴的认知及陪伴需求
等”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对
一、二、三、四线城市中有18岁
以下孩子的2000户家庭进行问
卷调查、数据搜集及梳理总结
后最终得出结论。作为此次调
研的发起方，在谈及白皮书的
意义时，平安人寿董事长兼
CEO丁当表示，希望通过本次
白皮书调研发现中国城市家庭
中亲子陪伴的真实现状，继而
有针对性地发起“家庭陪伴计
划”和推出守护孩子成长的保
险产品，从而倡导更多的中国
家庭重视亲子陪伴的质量、内
容和物质储备。

越重视陪伴越缺乏陪伴，“隐形
爸爸”现象凸显

在陪伴时间方面，白皮书
数据显示，工作日中国家长的
平均每天亲子陪伴时间为3 . 7
小时，周末则能达到9 . 3小时，
分别占据个人可支配时间的
63%与72%。但越重视陪伴孩子
的 家 长 ，反 而 陪 伴 时 间 越
少——— 尽管硕士及以上学历的
家长中有76 . 9%表示每天会留
出固定时间陪伴孩子，比高中
(中职 )及以下学历家长高出
36 . 8%，但他们在工作日平均每
天的陪伴时间比后者少近1小
时，周末要少0 . 7小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有一部分家庭认识到了父母均
等陪伴孩子的重要性，但“隐形
爸爸”仍是普遍现象。调研显
示，55 . 8%的家庭中，日常陪伴
孩子的都是母亲。父亲陪伴较
多或父母陪伴一样多的家庭仅
占12 . 6%和16 . 5%。父亲在工作
日陪伴时间为2 . 9小时，在周末
为7 . 7小时，远低于母亲的4 . 6小
时与10 . 9小时。
父母关心孩子健康、教育与兴
趣，但“形式陪伴”占主导

在调研中，98 . 4%的中国
家长认同“父母的陪伴是最好
的教育”这一观点。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他们最关心孩子
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身心健
康”、“教育”与“兴趣发展”。尽
管家长们在主观上重视对于
孩子的陪伴与守护，实际的陪
伴方式却趋向单一化。白皮书
显示，家长与孩子在一起做得
最多的事是“一起进餐、从事
家务劳动、哄孩子睡觉等日常
活动”，在工作日与周末分别
占比达59 . 5%与44 . 1%，远高于
逛公园、郊游、旅行等户外活
动，及逛博物馆、图书馆等等
文化活动。

父母在实际陪伴孩子时，
也并非全情投入。47 . 6%的家长
会“兼职”做家务，38 . 4%的家长
会经常“看朋友圈、刷微博”，
49%的家长在陪伴时从不参与
孩子正在做的事，而是选择旁
观或忙自己的事，使亲子陪伴
流于“形式陪伴”。

“忙工作”还是“陪孩子”，多数
父母“很纠结”

调研结果显示，加班和应
酬是导致家长不能陪伴孩子的

两大原因。如果出现“答应陪伴
孩子却突然被通知加班”的两
难情况，51 . 9%的家长表示难以
在“下班”与“陪孩子”二者之间
取舍，仅有14 . 5%的家长会果断
履约陪孩子，从而导致49 . 6%的
家长或多或少都出现过对孩子

“失约”的情况。而当家长在工
作时，如孩子寻求陪伴，75 . 2%
的家长一般会“告诉孩子自己
工作完成后才能陪伴他”，仅有
23 . 8%的家长会放下工作陪孩
子。
房产、保险是家长们最热衷的

“物质陪伴”
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家

长普遍认为，即使自己不能一
直陪伴在孩子身边，也要给孩
子留下“物质陪伴”。在此方
面，父母们最倾向于借助固定
资 产 ( 6 8 . 5 % ) 和 保 险 产 品
(57 . 9%)来守护孩子的成长与
发展。

而身处越发达地区和收入
越高的家长，则越重视保险对
孩子的保护。其中一线城市家
庭有40 . 5%“非常认同”保险是
对孩子未来的保障，高于二三
四线城市。高收入家庭表示“非

常认同”的占比为42 . 6%，高出
中等收入家庭(占比36 . 1%)6 . 5
个百分点，高出低收入家庭(占
比29 . 2%)13 . 4个百分点。

针对报告中对中国家庭在
亲子陪伴中关于意愿、时间、内
容、质量以及物质储备等方面
的核心洞察，平安人寿立足自
身主业，借助已开展二十余年
的客服节平台，发起亲子共同
参与的“读家生活”和“幕天捐
书”活动，通过全家人共同进行
有益身心的阅读，以及帮助乡
村少年挑选适合其阅读的书
籍，改善亲子陪伴中流于形式、
缺乏议题设置的弊病，注重对
孩子心智的塑造和精神的涵
养。目前“读家生活”已吸引近
3282万人次体验阅读的乐趣，
“幕天捐书”寄出图书近92万
本，累计为乡村学校建设图书
角5528个。

此外，在保险产品方面，平
安人寿还推出符合孩子在求
学、求职、婚嫁乃至养老等各节
点 物 质 诉 求 的 保 险 产 品 计
划——— 玺越人生，帮助父母为
孩子储备能陪伴其一生的物质
保障。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稽稽查查局局
抓抓队队伍伍建建设设促促业业务务提提升升

本报12月27日讯 市质
监局加快构建执法人员职业
化思维教育，开展复合型素
质教育培训，全面提升专业
化素质。该局从完善知识结
构、优化队伍结构等角度入
手，积极履行岗位职责和部
门职能，满足能动执法、深度

执法、协同执法、科学执法的
需要。此外，该局督导各基层
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合理
调剂、充实质监执法力量，切
实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水
平，服务烟台经济发展，保障
和改善民生。

(通讯员 兰进)

智智能能化化应应用用让让保保险险更更““保保险险””
太平人寿获评“2017最具智慧保险服务企业”

12月15日，由《财经》杂志
主办的“2017最具智慧应用奖”
评选活动结果揭晓，太平人寿
斩获“智能金融类”单元“2017
最具智慧保险服务企业”大奖。

2017年下半年，太平人寿
“保险服务密码”正式上线。保

单客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中
国太平95589”，实时办理包括
客户信息变更、保单贷还款、续
期账号变更等在内的多项业
务。目前已惠及约24万太平人
寿保单客户，极大地满足了客
户对智能化业务办理的需求。

此外，太平人寿精品通过创建
“健康管理”“E服务”“家文化”
“手拉手公益”“名家之约”等五
大主题场馆和多样化的线上服
务，为客户倾力打造“智能化”

“场景化”的精品客户服务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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