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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人们的普遍意
愿。据省老龄委统计，目前，我省 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 1300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3.8%。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使我省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更加紧迫。作为养老服务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养老、居家养
老更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记者近日探
访多个社区养老机构，了解探寻社区养老
现状以及未来提升的关键。

现状：政府搭平台，老有所养

1 月 4日，记者探访郑州市农科路社区
托老站。距离托老站还有几十米远，便听
到了老人们合唱的声音。推开门进入小
楼，一阵热气扑来，室外气温只有几度，而
屋里却是温暖如春。合唱团的王竑阿姨热
情地邀请记者倾听他们最近排练的俄文歌
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个排练室每天
日程都是满满的，我们俄语班固定在星期
三下午，练戏剧、军乐的老人其他时间来，
大家都约定好了。”王竑阿姨说。更让老人
们赞不绝口的是这里的小餐厅，“里面的包
子、馒头都是传统发酵方式，既便宜又卫
生。”社区的老人经常来购买。

文化路办事处农科院社区居委会主任
单丽颖介绍，该社区托老站有 300 多平方
米，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和设施，民营养老
机构派驻工作人员负责日常服务。托老站
内功能设施齐全，一楼有康复室、餐厅、合
唱室，二楼有阅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等。

“每个月都会为老人开展集体祝寿、义
务理发等活动。”养老机构爱馨集团派驻的
工作人员表示，除此之外，还为社区内有需
要的老人提供上门的居家服务。

以社区托老站为平台，养老服务向着
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郑州冉屯路晶
华城社区养老站，晚晴集团工作人员正在
调试一种通信设备，这个带有可转动摄像
头的设备专为社区内空巢老人订制。子女
通过手机客户端可与老人视频通话，同时

还具备家庭防盗及自动报警等功能，非常
方便贴心。

据省老龄委统计，截至 2014年 6月底，
全省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4003 个，养老床位
34.9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 26.84张；
城市日间照料中心（托老站）1106 个，覆盖
率 26%；农村幸福院（互助家园）4597个，覆
盖率 9.8%，初步形成了“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

优缺点：标准未统一 市场未盘活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曹志刚
表示，调查表明，相比较于养老院等机构养
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从心理上更容易为
老人们接受。

“通过政府搭台，社区托老站成了一个
各方资源汇集的枢纽，如河南省职工医院
定期为老人开展义诊服务，职业技术学校
的学员来此开展家电维修等服务，深受老
人们欢迎。”单丽颖介绍。

在大学路康桥华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老人们通过社区活动结成了“邻里守望”的
对子，空巢老人白天相约一起活动、做饭、照
料对方等，邻里关系变得充满了温暖。

社 区 养 老 优 点 明 显 ，但 记 者 调 查 发
现，社区养老前期投入大、维护费用高，目
前发展得好的社区托老站多数是以政府
投入为主。不少地市因财力关系投入不
一，使得社区养老站建设参差不齐。民营
机构由于盈利难问题在社区养老站上也
不敢冒进。

社区养老还面临专业护理人员短缺
的尴尬。以农科院社区托老站为例，民营
机 构 派 驻 的 几 位 工 作 人 员 月 工 资 只 有
1200 元，承担大量的组织工作，工作人员
坦言多数时候都是靠爱心撑着，要不然真
干不下去。

而晚晴养老服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也指
出，入驻社区开展的很多项目都是免费的，
真正要收费的项目需要派专业护理人员，
社会上的一些家政公司收费很低，又对这
些项目产生了竞争，因而非常尴尬。

未来：覆盖面更大 服务更专业

曹志刚认为，政府、社会机构、社区应
各自发挥优势，社区养老服务才能发挥到
实效，政府要保障基本民生底线，社区的福
利性这一根本原则不能动摇。但在目前的
服务基础和现实需求状况下，可以通过受
到严格监管的“营利性”手段和差异化服务
来盘活社区服务机构，这样既能让社区服
务机构“造血”，也能丰富社区服务的内容、
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此外，政府可以考虑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区服务机构的财
务、人事、服务进行评估打分，以促进各方
改进服务。

省民政厅厅长冯昕表示，日前出台的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老年供餐、社区
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养老服务项目
的实施。此前我省出台了河南省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多份文件。接下来要
落实规划政策，创新工作机制推动整个养
老体系的完善。一是全力推动社区照护服
务设施和队伍建设，促进社区服务从生活
照料向专业护理、医疗保健、辅具配置、精
神慰藉、法律服务等方面拓展。补贴政策
将探索从“补床头”到“补人头”转变，社区
内配足专业社工，力保养老机构日常服务
质量。二是抓好养老机构建设。还没有完
成任务的地市要确保完成任务。三是着力
推动老龄产业发展，设立城乡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的规范、标准，加强行业管理和指
导。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中小企业，扶持发
展龙头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形成一批产业
链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集群。最
终在“十二五”末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覆
盖所有社区的目标。③11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为建成
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互相衔接、控
制严密的综合治超网络,实现对重
点货源地、重要省界入口、主要路
网通道的有效监控，我省将对现有
166 个公路超限检测站进行优化
布局,并增设 6 个高速公路省界超
限检测站。这是记者 1月 5日从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南省公路超
限检测站布局调整方案》中获得的
消息。

根据方案，全省国省干线公路
超限检测站重点对货源地、货运通
道、路网关键节点等重要路段实施
布控,调整同一路段间距较短、功
能重叠、设置不合理、日均货车流
量低于 3500辆的检测站,迁移城市
规划范围内或路段改线的站，对现
有的国省干线公路 145 个超限检
测站 (含黄河公路大桥),按照总量
不变的原则,保留 110 个,调整 35
个，黄河桥两端原则上分别设置超

限检测站,其中郑州黄河公铁两用
桥在南岸收费站入口处设超限检
测点,北岸因公路条件限制实施流
动检测；黄河浮桥以流动治超为
主。高速公路方面，重点在省界入
口处设置超限检测站，省政府已批
准建设的 16个超限检测站中在省
界已建成的 5 个保留不变,将城区
周边的 11个检测站调整到省界入
口,另增设 6个省界超限检测站；同
时在省内收费站入口处设置流动
治超点，在全省现有 326个高速公
路收费站中选择货车流量大的收
费站开展流动治超工作。农村公
路方面，现有的 5个超限检测站调
整到国省干线公路，通过设置物理
隔离设施开展治超工作。

全省公路超限检测站布局优化
调整后,可基本覆盖全省煤炭、钢材、
沙石等大宗货物源头地,超限检测
站网络以 30公里为半径，覆盖率达
90%以上。③9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 月 5
日，郑州房管部门、地税部门联合
发布房产过户新政：凡直系亲属间
过户房产的，不再由税务部门评估
定价，均按合同中约定的成交价交
税，但成交价不能低于 500元。

据介绍，直系亲属是指交易双
方为父母与子女，祖父母、外祖父
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关系的，办理房产过户时需要公安
部门提供具有以上关系的证明文
件及户口本。

新政实施之前，直系亲属房产
过户主要分为继承、赠与和买卖三种
形式，需要分别缴纳个税、契税、营业

税、公证费等税费，且税务部门要根
据房屋所处的地段、户型、面积、朝
向、双（单）气等因素，进行综合评
估。以一套 86平方米的住房为例：
评估价 70万元、房龄不足 5年、子女
名下无房，父母如果想过户给子女，
需缴纳契税 7000元、营业税 39200
元，累计 46200元。新政实施之后，
直系亲属房产过户可自行定价，若将
成交价定为500元，仅需缴纳5元契
税和28元营业税，共计33元。

目前，房产过户新政仅在郑州
市内五区即中原区、二七区、惠济
区、管城区、金水区实施，其他区域
将逐步实施。③10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大寒
小寒，冻作一团”，1月6日，“小寒”节
气如约而至。随着一股冷空气的来
临，我省局部地区将迎来小雨雪，全
省气温也会较前几天有明显的下降。

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月 6日，三门峡、洛阳、南阳、信阳
四地区和驻马店地区南部阴天，部
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

多云间阴天。全省偏北风 4到 5级
转东北风 2到 3级。最低温度：西
部山区、北部零下 4℃到零下 2℃；
其他地区零下 1℃到 1℃。最高温
度：全省 4℃到 6℃。7 日，东南部
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天。受冷空气影响，7日凌晨全省
最低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8日，
全省晴天转多云。③7

本报讯 （记者卢 松）入冬以
来，我省气温偏高，且少雨雪天
气。天气变化对小麦越冬有什么
影响？1 月 5 日，记者采访了农业
专家。

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麦播期间墒情充
足，天气条件总体较好，大部分地
区做到了适期适墒播种。当前小
麦生产总体上呈现较好的态势，苗
情是近年来较好、较均衡的一年。

根据当前小麦苗情，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毛凤梧建议，
对播种偏早，播量较大，群体过大过
旺麦田，应及时进行深中耕断根或
镇压，控旺转壮；整地质量差，缺墒
的麦田，要及时浇好越冬水；播种偏
晚的三类麦苗，可撒施有机肥，达到
增温、保墒、防冻的效果。另外，要
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麦田看护，还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寒潮来临之
前，做好麦田浇水防冻工作。③7

本报讯 （记者杜 君）全身雪白的白
牦牛，眼大有神萌萌哒；勇猛雄悍的蒙古
马，扬蹄能踢碎狐狼的脑袋；风度翩翩的
黑天鹅，一夫一妻形影不离……1月 5日，
郑州绿博园发布消息，新年伊始园区引进
了不少珍稀动物，到绿博园不但可以欣赏
如画的风景，也能和动物们亲密接触啦。

据介绍，此次引入的动物品种主要

有白牦牛、蒙古马、黑天鹅和双峰驼。其
中，原产甘肃的高原明珠白牦牛，是我国
及世界稀有珍贵的地方类半野生特有种
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能在高寒缺氧、
枯草期和冰封期长达半年左右的严峻自
然条件下生存；原产蒙古高原的蒙古马，
在狐狼出没的草原上风餐露宿，冬季能
耐得住零下 40摄氏度的严寒，经过调驯

后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是 138个国家级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原产澳洲的
黑天鹅为世界著名观赏珍禽。

园区工作人员表示，动物新朋友的
加入，使绿博园的动物品种更加丰富，在
绿博园动物散养区，漫步在新改建的互
动步道上，游客可以与近 50种动物近距
离接触，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③7

“这可是个大好事，俺村今年能用黄河
水啦！”站在村头新修的渠道边，开封市祥
符区朱仙镇黄冈村村支书牛文俊一个劲儿
地对记者感叹。

在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中，祥符区投入
60 多万元，黄冈村农田的灌溉渠道大变
样，深度达 1米多。据村民介绍，之前这些
渠道淤积严重，灌溉派不上用场，许多群众
干脆就把渠道填成了平地。

“用井水浇地，庄稼发黄。用黄河水浇

地，肥田且成本低。”牛文俊说。他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村民以前靠机井灌溉，用柴油
的话一亩费用要 30 多元，用电也要 10 多
元，黄河水则只需五六元。而且，黄河水水
费目前由区政府买单，村民实际上是免费
用水。

和黄冈村一样，尉氏县庄头镇庞扬村
过去渠道淤积严重，经过冬春农田水利建
设，今年也能用上黄河水了。

记者看到，庞扬村的农田里，新整修好
的渠道又宽又深，齐整纵横。

“去年夏季遭遇大旱，地下水水位下

降，抽不出水，农民心急如焚。”庄头镇党委
书记张慧霞说。庞扬村村民告诉记者，以
后村里将实现井水、黄河水的双水源灌溉，
丰收就更有保障了。

目前该镇新修渠道 58公里，两三万亩
农田的灌溉条件将得到极大提升。全县新
增改善灌溉面积已达 17.3万亩。

黄河流经开封，千百年来滋养着这片
古老土地。开封的引黄灌溉面积约占耕地
面积的一半，黄河水对开封的农业生产十
分重要。

记者从开封市水利局了解到，在冬春
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像黄冈村、庞扬村一
样，开封许多引黄灌区的“大动脉”“毛细血
管”将被疏浚畅通。而按照开封市的规划，
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将实现“乡乡通黄河
水”的目标，建设一批引黄调蓄水库，汩汩
滔滔的黄河水将流向更多农家地头。③7

本报讯 （记者郭 戈）记者 1月 4
日从郑州机场获悉，元旦假期郑州机
场实现开门红，旅客吞吐量突破 1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其中国际和
地区进出港人数达 7500 人次，同比
增长 75%。

据郑州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元
旦假期，郑州机场出港航班 430班，进
港499个航班。仅假期前两天，郑州机
场的出港旅客人数就达 3.5 万人次。
郑州机场旅客服务、安检等部门与海
关、检验检疫等驻场单位紧密配合，在
各个环节做好服务工作，保障了整个
小长假期间客、货运运行平稳。③12

本报讯 （记者郭 戈）1 月 4 日，
记者从郑州东站获悉，2014 年 12 月
31日至 2015年 1月 3日，郑州东站累
计发送旅客 121500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 122.6%，其中，1月 1日累计发送
旅客 32841 人次，同比增长 150%，再
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记录。

郑州东站有关负责人表示，元旦
小长假期间，郑州东站累计开行列车
573趟，加开高峰线列车 41趟，主要以
北京西、西安北、武汉方向为主，累计
发售车票 43811张，从售票情况看，高
铁列车受到了旅客的青睐。

此外，元旦期间，刚刚正式开通的
郑开城际列车成为郑州、开封市民的
交通“新宠”。数据显示，2014年 12月
31日至 2015年 1月 3日郑州东站累计
发、到旅客 26664 人次，宋城站累计
发、到旅客 27399人次。③12

本报讯 （记者温小娟）1 月 4 日，
记者从省消防总队获悉，1月 1日 0时
至 3 日 24 时，全省共发生火灾 300 余
起，无人员伤亡。各地公安消防部队
共接警出动 528起，出动警力 6752人
次，出动消防车辆 1221 辆，抢救财产
价值 235.9万余元。

据了解，元旦期间全省共排查单
位 16180 家，督促整改隐患 23036 处，
临时查封 123家，责令“三停”（停产停
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56 家，依法
行政拘留 33人。③12

我省优化调整超限检测站

郑州出台房产过户新政

直系亲属间可省上万元

“小寒”来 气温降

分类管理助麦苗越冬

1月 5日，许昌县皓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查看自动化玉
米脱胚设备运行情况。该公司生产的啤酒专用玉米颗粒填补了国内代
替大米酿造啤酒的市场空白。⑤4 乔利峰 摄

如何让家门口养老更舒心
□本报记者 丁新科 马 涛 王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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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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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村今年能用黄河水啦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冬行中原看水利

与黑天鹅白牦牛蒙古马亲密接触

绿博园迎来新朋友

漫画/王伟宾

基础建设参差不齐，护理人员短缺严重……

悠闲戏水的黑天鹅悠闲戏水的黑天鹅。。⑤⑤44 杜杜 君君 摄摄

本报讯 （记者郭 戈）带着折
叠自行车坐郑开城铁，下车后骑
车前往目的地，这样的换乘方式
以后就行不通了。1 月 5 日，记者
从铁路部门获悉，根据铁路新规，
今后乘客将不能携带自行车上火
车，其中也包括郑开城铁。

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春运即将到来，客流每天都在增
加，列车上较为拥挤，如果将自行
车 带 上 去 ，存 在 挤 伤 旅 客 的 危
险。为了保障乘车旅客的安全，
也为了创造更好的候车和乘车环
境，今后将禁止携带自行车以及

折叠自行车坐火车。
是不是以后坐火车就没法带

自行车了呢？对此，铁路部门有关
负责人解释道，自行车可以办理随
车托运，只是不能再带进车厢。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一些日用
品也是不允许带上火车的，如气体
打火机、指甲油、去光剂、染发剂、
空气清新剂等，有的是限量携带物
品，超过一定规模就禁止携带上
车；仿真枪等具有攻击性的器械、
易燃易爆物品，以及管制刀具、腐
蚀性物品、剧毒化学品等都是禁止
带上车的。③7

今后乘火车禁带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