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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裕裕升升··大大唐唐华华府府隆隆重重奠奠基基
1月 8日，裕升·大唐

华府、日百新玛特购物广
场奠基仪式在裕升·大唐
华府项目现场隆重举行，
中瑞集团、日百集团、山
东裕升置业领导及社会
各界宾朋参加了此次奠
基仪式。

山东裕升置业总经
理高振有在奠基仪式上
做 了 精 彩 致 辞 ，介 绍 裕
升·大唐华府项目概况，
指出该项目是山东裕升
置业有限公司打造日照
大石臼区域区标志性高
端精品社区的第一步，项
目将以开工奠基之日为
新起点，加速推进各项工

作，早日把裕升·大唐华
府项目建设成具有区域
影响力的品质社区，以不
辜负各级领导、社会各界
的厚望。

日百集团副总经理
韩敬金先生的在发言中
指出，即将建设的日百新
玛特购物广场将成为该
区的商业旗舰，日百集团
与中瑞集团强强联合，共
同铸造城市新中心的繁
华。

9点 1 8分，中瑞集团
总裁王旭日隆重宣布奠
基仪式正式开始，现场礼
花齐放、鞭炮齐鸣。参加
奠基仪式的主礼嘉宾共

同为项目培土奠基。仪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和鞭
炮声中圆满结束。

据悉，裕升·大唐华
府位于秦皇岛路和郑州
路交会处，地处大石臼商
圈 区 核 心 位 置 ，地 势 优
越、交通便利、配套完善。
项目总占地面积 1 4 5亩，
总建筑面积30万平米。项
目由一栋5 0 0 0 0平米大型
商业、2 0 0 0 0平米商业金
街、一栋2 5 0 0平米幼儿园
和200000平米15栋高品质
住宅组成，其中含有 9栋
11层珍稀小高层，将成为
区域内最后的稀缺产品。

@huihui9721：不少农民仍
然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传统的
家庭养老、儿女养老模式面临
很大挑战，独生子女一代的父
母很快就要进入老年期，希望
农村养老问题能有更多政策
支持。

@muxi：老年人每年都在
增长，而子女的负担以及社会
各方面的压力也使他们无暇
顾及老人的生活和内心感受；
社会养老，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人文关怀上，都符合我们
社会的发展模式。

@喜鹊a宝：我是全额给自
己缴金的所谓“灵活就业人
员”真盼望早点退休啊，嘿嘿。

@海滩杰哥：建议从体制
内改革解决养老金缺口。办法
很多：废除养老双轨制，降低
三公消费，减少外援资金，划
拔垄断利润，收缴贪官资产。

@张-小图：养老不仅仅
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怎样让
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可以多成
立一些民办养老机构，做好相
应的配套措施，让老人们有一
个好的大环境，乐享晚年。

@许大萌爱龚大傻：每个
社区甚至每个村都应该有专
门的老年活动中心，给老人们
唱戏、读报、运动的地方，老年
生活太孤独。

本报记者 杜光鹏 整理

你说我说

乐享晚年

九三学社日照市委的集体
提案《关于完善城市养老服务
体系的建议》关注养老。日照是
座年轻的城市，目前有关方面
对社会上老年服务的需求缺乏
紧迫感，在城市规划和市政社
区建设中往往忽略了为老年人
服务的设施和项目。

提案称，服务人员的非专业
化是当前日照市养老服务中面
临的一大难题，而养老服务中介

机构的出现可以快速推动养老
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进程。现在中
介已经是一个公众接受程度很
高的行业，但养老服务中介机构
的发展方向仍在探索当中，要促
进这一行业的形成与发展，争取
尽早建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同
时在市、县(区)培育几家有规模
的养老服务中介机构。

要坚持在发展中逐步规
范、在规范中不断发展的方针，

促进养老服务中介机构形成行
业标准。要保证养老服务中介
机构能够为服务人员提供正规
化的专业岗前技能培训，帮助
培训人员掌握养老服务中必要
的知识和技能。并坚持只有持
养老服务培训结业证书的人员
才可以进入机构、社区及居家
养老的服务环节，为养老服务
的专业化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张永斌

九三学社日照市委：

助推养老服务中介机构

期待人人

老有所依

在今年的两会上，“加强
城乡养老机构服务建设，完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受到不少
政协、委员的关注，纷纷建言
献策，进行“把脉”。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新增养老床位2726张。2014

年，日照将健全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完成2处区县福利中心
建设，改造提升乡镇敬老院16

处，建设农村幸福院100处，推
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养老
方式迈出更大步伐。

期待人人老有所依，幸福
美满。

本报记者 张萍 张永斌

日照市政协委员、市人民医
院工会副主席李新兼职该院老
干科科长。她建议，应当加强推
进公办、民办养老机构的建设，
为老人们创造舒适便捷的养老
环境。

李新说，如果养老机构逐渐
完善，老人们就可以住进养老
院，不仅老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能
得到照料，子女也可以放心工
作。周末时，子女们可以探望老
人或者将老人接回家，共享天伦

之乐。
她建议，应当加大公办和民

办养老机构的建设，政府应当将
加大投入，努力增加公办养老机
构的床位总量，将其纳入“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加以推进，解
决养老床位不能满足老年人需
求的矛盾。争取让公办性养老机
构和以看护或临终关怀服务为
主的公办护理院能重点满足失
能、病残、高龄等困难老人入住
需求。

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政府应
当给予一定的建设补贴和运营
补贴，通过采取土地划拨、规费
减免、贷款贴息、床位建设补贴、
床位运营补贴、以奖代补等优惠
政策，吸引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兴
办福利性、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
机构。

“设施完善的养老机构对于
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将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她说。

本报记者 张萍

日照市政协委员、市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李新：

努力增加养老机构床位总量

日照市政协委员、民进日照市委办公室主任刘德忠

社区养老不出远门享晚年
日照市政协委员、民进日

照市委办公室主任刘德忠的
提案《关于大力推进多功能社
区养老妥善应对老年长期照
护问题的建议》倡导社区养
老，通过完善社区养老设施等
方面来解决养老问题。

“尽管日照也有部分养老机
构，但它们多建立在郊区，不仅
支出费用高，探访不方便，且缺

乏邻里氛围，容易使老人觉得被
社会遗忘。而社区养老，既能提
供上门护理、日间照料、社区托
老、志愿者互助等多种服务，也
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让老人们
能找到安全感、归属感和亲切
感。”刘德忠说。

刘德忠建议，在新建居民小
区和进行旧城改造时，将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作为公共配套服务

设施，在供地上给予优惠，与项
目一起规划，一同检查验收。

他建议一方面政府要加大
投入，把建立社区养老服务建设
项目纳入财政预算制度。另一方
面走社会化道路，以税收优惠、
购买服务、人才引进等为杠杆，
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社区
老年人服务事业。

本报记者 张萍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有有
所所依依
老老

政协委员、五莲县监察局副
局长李宗臣建议，发挥日照作为
旅游城市的优势，将养老这一包
袱转化为政府扶持、企业出资的
产业链，成为日照旅游的名片和
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日照的蓝天、碧水、金沙滩
适合养老居住，旅游产业的相
关配套设施，都可以直接服务
于养老产业。日照有相对其他
沿海城市较低的商务成本和生
活成本，有助于吸引相关企业
的投资和养老人群的关注。”李

宗臣说。
此外，日照周边乃至省内并

无成型和规模化的养老产业，有
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如果能够发
展成为产业，将成为日照旅游的
又一新名片，对于拉动旅游经
济，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李宗臣建议，要想打造养老
产业，首先应当明确产业定位。
他提出推进传统家庭养老方式
向社会化集中供养为主转变、推
进养老产业由非盈利向非盈利
与盈利结合转变、推进养老产业

由经济供养向经济供养、精神慰
藉、权益保护并举转变。

对于现在的老人而言，养老
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更重要的
是安度晚年，让老年生活更加幸
福、精彩。

“在建立老年公寓时，要完
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如社区医
院、活动中心、大型超市、子女陪
护酒店等，为老年人提供方便、
快捷的服务，养老成为一种享
受。”李宗臣说。

本报记者 张萍

日照市政协委员、五莲县监察局副局长李宗臣

让养老成为旅游业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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