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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按键，就能等着

服务“上门”

在济南市和平北社区居住
的老人王军，最近几年感受到
生活有些不一样，家门口的日
间照料中心升级了综合服务中
心，除了打牌下棋，还有送餐、
助浴、助洁服务。失能失智的老
年人还能在中心里居住，有专
门的护理员照顾。

而作为高龄老人，王军还免
费领到了一只“腕表”，衣食住行
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通过手表上
的按键，可以直接与服务平台对
接获取。尤其是身体不舒服，可
以随时按腕表上的按钮进行报
警，平台人员24小时值班，及时
给予老人帮助。在社区有一位老
人，由于失智不小心迷路了，通
过手上佩戴的腕表GPRS定位，
让家属顺利找到了老人。

这是民政部门为70岁以上
老人免费购买的智能手表，通
过手表可以与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一键对接，还有实时定位功
能，防止老人走失或者发生意
外。据了解，山东目前建设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

4000余处、农村幸福院1 . 1万
处，建设覆盖全省各县(市、区)
的养老服务呼叫平台，只要老
人有需求，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山东民政工作也进一步转型升
级，山东作为全国殡葬信息化建
设五个试点省份之一，率先于
2018年2月应用全国殡葬信息系
统(包含公墓系统，该系统是在
山东省殡葬信息系统的基础上
升级改造)，实现了殡葬全业务
的网上实时办理；实现收养登记
工作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此外，2017年，省民政厅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设了全
国民政系统领先、省直部门一流
的大数据综合业务应用系统。该
系统通过对山东民政各类业务
数据源的清洗、整合，汇集了救
助、社会组织、养老、殡葬、婚姻
等3亿多条民政业务数据，建成
了民政业务基础数据库，实现民
政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跨
系统的高度共享与交换。

不是儿女，却为自己
跑前跑后

民政部门的职能，从基本

民生、社区建设到社会服务全
覆盖。

在章丘龙山敬老院，83岁
的潘德凤是院里的“名人”，她
每天都转着找老人们聊天，敬
老院经常能听到她的笑声，不
熟悉她的人，很难想象出，她是
一位“五保老人”。

2002年，潘德凤的老伴去

世了，那时的潘德凤已经卖了
唯一的房子给老伴治病，无儿
无女，自己又患有脉管炎，没
有供养自己的能力，那时她不
敢想自己以后的生活该咋办。

而现在的她，住在龙山敬
老院，一日三餐生活起居，都有
人照顾着，还有很多同伴聊天
解闷。前几天，她起床时不小心

摔倒了，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赶
忙背着她去了医院，跑前跑后，
等出院回来，护理员们每天给
她按摩，还专门给她做康复餐。

“真的很谢谢，我没有孩子，没
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像孩子一样
照顾我。”

据了解，目前全省5 . 4万
名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中，
已有2 . 12万人实现了集中供
养，集中供养率达39%。

像潘德凤和王军一样的广
大民众获得的满足感，是民政工
作不断创新改革的成果。

年投入近12亿补贴残疾人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
决定成立民政部，1979年12月，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改称
山东省民政厅。在改革开放以
来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民
政部门的业务有增有减，机构
不断完善、职能不断强化。如
今，民政部门的业务有20多项。

目前，全省在保城市低
保对象17 . 6万人，全省各级
年投入共计近12亿元实现残
疾人两项补贴；全省共建成
城市社区4451个，实现服务
设 施 全 覆 盖 ，规 划 建 设 的
1 . 1 6万个农村社区，已建成
10661处，今年年底将实现全
覆盖；全省实施“残疾孤儿手
术康复明天计划”和低保家
庭 先 心 病 儿 童 免 费 救 助 项
目，共投入福彩公益金1 . 0 5
亿元，救治儿童4700多人，脑
瘫康复基地康复6567人次。

一一按按键键就就有有服服务务上上门门
3亿多民政数据整合，服务更完善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陈玮

开创首个“零手续费”
筹款平台

谈起水滴筹的创办，出生
在山东临沂的沈鹏说，之前一
次意外住院，让他看到很多重
病的年轻人，因为没钱不得不
中途出院。

随着我国深化医疗改革、
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大众的
基本求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得以解决。但是由于发展的不
平衡性，“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现象时有发生。当家庭成
员突发重大疾病、需要支付较
大医疗费用时，整个家庭仍将
深陷困境。

与此同时，相对于此前
多发生于线下的面向社会的
大病筹款，此时互联网技术
和移动支付手段已经成熟，
线上求助平台运行条件已经
孕育成熟。在这种形势下，
2016年，沈鹏创建了个人大
病 求 助 社 交 筹 款 平 台 水 滴
筹。截至2018年9月底，水滴
筹累计筹款金额突破了1 0 0
亿元，成功为8 0多万名经济
困难的大病患者提供了免费
筹款服务，汇聚了3 . 4亿次爱
心捐赠人士指尖的温暖。

水滴筹从创建开始，就
定位于免费大病筹款平台。
沈鹏说，水滴筹更应该是一

个“社会企业”，追求“社会价
值”，此举也带动了其他平台
向“零手续费”的转变，现在
零手续费已经成为行业的标
准。沈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世界的变好，不是少数
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
做了一点点。”

开通求助热线，让个
人筹款更容易

水滴筹与齐鲁晚报联合发
起设立“齐鲁个人大病求助平
台”，则是让筹款的门槛进一步
降低。沈鹏说，在很多五六线的

城市，不少人不会使用手机，以
至于很难通过筹款平台进行求
助。“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发起筹
款，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能够
更便捷地发起求助。”齐鲁个人
大病求助”热线4006866299，将
整合新闻报道和筹款服务，更
加高效地帮助齐鲁地区大病患
者，给予每一个困难家庭面对
大病的勇气和力量。

创新是水滴公司的内在基
因，沈鹏带领小伙伴不断开创
新的产品，拓展服务范围。2017
年，水滴公司将业务拓展至健
康保险领域，推出了“水滴保”。
在沈鹏的定义里，这次他们的
角色是一个全国经营范围的

“保险经纪公司”，一端连着潜
在客户群体，一端连着无数保
险公司。

截至今年10月底，水滴保
已与国内近50家知名保险公
司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推出
了近60款高性价比保险优选
产品。目前水滴保保障用户数
超过800万，是国内众多保险
公司健康险第一分销平台。此
外，水滴公司还开拓了“步步
宝”“竹子好课”等产品，给关
注健康的用户群体提供更多
元的服务内容。

以山东为起点，打造
互联网医院

“如果说我们的初步目标，
是让大众在生大病之后能够通

过发起筹款、互助均摊等方式
筹到救命钱，那么发展到如今，
我们是想让更多人享受到更高
效的医疗服务，这就是互联网
医院。”沈鹏表示。

作为从山东走出去的优秀
年轻人，沈鹏很多想法都选择
先从山东落地。9月28日，儒商
大会2018“至诚儒商聚泉城”恳
谈交流会暨项目签约活动在山
东大厦举办，水滴公司与济南
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就“济南市
互联网医疗健康保障”项目进
行了签约。

在合约内容中，除了传统
的三大业务“大病众筹”“大病
互助”“互联网健康险”将落地
济南，还增加了“水滴济南市互
联网医院”项目。

沈鹏介绍，这一项目将把
“济南市居民大病互助平台”
(患者 )、医院、医生 (家庭医
生)、药企、医疗资金保障等有
效联系起来,构建医疗保障“一
站式”结算体系。

“去做一件事，帮助国人真
正享受到可承担的、高效的医
疗。”沈鹏说，此次落地山东就
是想以此为起点，跟更多三甲
医院建立合作，助推在线问诊、
高效挂号，甚至包括保费及时
结算等。

未来，沈鹏表示水滴公司
将以“保险支付+医疗服务”整
合医疗体系、高效运营为最终
目标，保障亿万家庭，助力健康
中国。

专访水滴筹、水滴互助创始人兼CEO沈鹏：

““让让更更多多人人享享受受可可承承担担的的、、高高效效的的医医疗疗服服务务””
11月6日，“水滴汇聚 温情齐鲁”公益行动在济南启动，

本报与水滴筹共同发起设立“齐鲁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全新
上线，将为大众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个人重大疾病求助信息平
台。今后得了大病需要筹款咨询或者寻求报道，山东本地市
民可一键拨打4006866299或0531-85196381求助。

搭建有效的“事前保障”和“事后救助”，“保障亿万家
庭”，打造互联网医院......近日，齐鲁晚报专访了水滴公司的创
始人兼CEO沈鹏——— 这个从山东走出去的年轻人，听他讲述
自己的创业故事和公益情怀。

沈鹏在“水滴汇聚 温情齐鲁”公益行动发布会上致辞

改革开放40年来，民生保障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近几年，很多人感到生活更“简单”了，结婚登记可以网上
预约，老年人按一下手表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服务，登记社会组
织最多跑一次、用户足不出户就能查到收养、殡葬等信息……

这是省民政厅信息化的工作成果，通过不断地改革创新，
让民众的生活更加便利。

在龙山敬老院，护理员正在给潘德凤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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