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老员定期过来给擦玻璃、打扫卫
生，有时候还给理发，挺方便。”2018年年
底，记者走进残疾老人杨占喜的家，只见
一名助老员正在给他收拾房间。“这些服
务都是免费的，是政府为我们这类人群出
台的惠民政策。”杨占喜对服务中心的服
务给出了肯定的评价，也表达了对乌达区
政府深深的感激之情。

2017年10月1日，乌达区智能健康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试运营，运用互联网+养
老模式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截

至2017年7月，乌达区60周岁以上老人
占全区人口的17%，老龄化严重。为有
效解决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推进养
老事业发展，乌达区认真探索老龄化应对
措施，经过多方调研走访、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制定了《乌达区以智能健康居家养
老服务项目加快养老服务业改革发展方
案》，以永昌佳苑为试点，投资185万元，
建起了智能健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
以指挥调度为中心，以数据管理系统和专
业化服务团队为基础，以线上线下服务为

一体，以医、养、康、居为贯通的智能健康
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以“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形
式运营，通过试点示范，提高养老服务供
给能力和服务质量，不断完善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

“这一年来，服务人数从最初的840
位老人增加到现在的880位老人，服务老
人的次数达5000多人次；根据老人不同

的需求，服务内容也在变化中不断增加，
从理发、卫生清理、洗衣做饭，到为不能自
理的老人洗头发、剪指甲及给独居老人做
心理疏导。”乌达区智能健康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运营部经理刘红梅说。“所以，这一
年来，中心的服务深受老百姓的认可与好
评。”

经过一年多运营，智能健康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项目初步缓解了“老有所养”的
问题，创新了智慧健康养老商业模式。养
老服务中心承担着乌达区“12349”养老
便民服务平台职能，能满足乌达区及周边
100万以上用户的需求，具有智慧话务、
指挥调度、用户管理、工单管理、养老数据
中心、健康体检中心、电子钱包管理等10
多项功能。有需求的老人通过拨打

“12349”，接通智能健康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后，工作人员手机下单、通知离这位服
务对象最近的助老员上门提供卫生清理、
精神慰藉、理发、代购、节日慰问等服务，
或者通过电话，线上为老人提供紧急救助
和对独居老人主动关爱等服务。一年来，
中心利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
实现了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
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初步形成了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便民服务的生活圈。

在智能健康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运营
中，乌达区政府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

准，为低保、残疾、特困供养、优抚等六类
老人提供套餐或订单式服务，通过系统有
效融合，形成线上线下闭环的“互联网+
养老”模式，2018年为六类老人购买服务
支出约50万元。同时，乌达区还为40名
重度残疾人购买了护理服务。乌达区的
惠民政策解决了特殊老人包括重度残疾
人的“孤、困”问题，使民生底线保障更加
人性化、亲情化，让这些特殊人群深深地
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关爱与温暖。

据了解，2019年，中心还将对乌达区
现有的日间照料中心进行智能化运营，盘
活现有日间照料中心配套设施设备，依托
智能健康养老服务系统，打造智能医养式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不仅丰富老年人娱乐
生活，还能为老年人的生活健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同时，服务对象也将扩大到正
常且需要服务的老人，把养老服务推向整
个市场。

“政府投资、社会运作”，乌达区依托
智能健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专业服务，
更好地针对不同需求老人提供不同的服
务项目，极大地促进了全区居家养老服务
专业化、产业化发展。“居家养老是养老的
主要方式，政府引进智能化为老便民服务
项目，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养老院
级别的待遇。”乌达区民政局相关人员总
结着。

智能居家服务打造智能居家服务打造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文文//图图 《《乌海日报乌海日报》》记者记者 王秋华王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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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尾，冷飕飕的风呼呼地刮着，
北方的冬天总是令人感觉浑身的血液都
要冻结。而这几天，林西县五十家子镇五
十家子村委会里却是热闹非凡，原来，农
户们正围着玉米经纪人王怀签字领玉米
款。“今年多亏了王怀，要不我们都赔了，
要是赔了，你说我们这年可咋过呀！”数着
刚到手的39500元玉米款，农户鞠文龙喜
上眉梢。

今年50岁的王怀，中等身材，皮肤黝
黑，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神，目光中总是
透着真诚和亲切。2008年，身上总是有
着股干劲的王怀被村民推选为五十家子
村二道湾子自然村的村民小组长，乡亲们
的这份信任，深深地感动了王怀，同时他
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一定要带领
大伙儿过上好日子。

五十家子村是林西县农业生产条件
相对较好的村庄，而且交通优势明显，如
何发挥优势，寻找新的经济发展路子，改
变传统的产业导致农民增收渠道单一、效
益不好的状况，有着精明市场经济头脑的
农村经纪人王怀在长期从事农副产品购
销工作中发现，甜玉米备受消费者青睐，
外地客商也争相收购，市场需求量很大，
甜玉米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经过带领村民几番外出考察，2010
年，王怀等7人在五十家子村注册成立了
林西县金玛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了
依托秦皇岛的甜玉米加工企业，以“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为发展模
式，通过树立典型、以点带面、辐射周边的
工作思路，发展壮大甜玉米产业。由合作
社负责，与农户们签订订单，采取统一采
购种子、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的模式，

全力打造甜玉米生产示范基地。
“自己首先要带头富裕，要不断提高致

富本领，让乡亲们看到致富的榜样就在身
边，这样才能带领大家更好地走上富裕之
路。”王怀对合作社成员提出这样的要求。

自2010年开始，王怀每年都会自费
带领合作社成员和种植户外出学习、参加
培训，并亲身示范，每年承包二三百亩地
种植甜玉米，年平均纯收入达 20 多万
元。合作社成员刘子军每年也会种上50
亩左右甜玉米，年平均纯收入6万元；成
员苏青每年种30多亩的甜玉米，年平均
纯收入也有4万元。在王怀的带动下，合
作社成员的素质明显提高，带领群众致富
能力明显增强，每一位成员都是村中的种
植大户、经营大户和经纪人，个个都成了
致富能人。

立竿见影的收益让农户们信服了，村
里种植甜玉米的农户渐渐多了起来，至
2017年底，甜玉米种植户多达100户，五
十家子村甜玉米基地种植面积达到1000
多亩，带动周边村镇种植甜玉米1500亩、
总产鲜苞3700万吨、产值303万元，户均
增收3万元，村民们通过种植甜玉米走上
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经过了一年
预备期的王怀正式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同年，他又被镇里推选为
县政协委员，并上交了一份《如何做一名
不忘初心的农民党员》的政协提案，获得
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支持和赞许。

然而，市场经济变幻莫测，盈亏转换
甚至可能在瞬息实现，用王怀的一句话
说：“做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2018年，
受前面两年甜玉米价格上升、农户们稳赚

不赔的市场行情影响，全国范围内，农户
们扩大了种植面积，导致甜玉米市场供大
于求，价格每市斤低迷到0.2元。而且，
这一年的林西春旱严重，到了8月份才下
了一场透雨，导致甜玉米产量下降，亩产
只有3000斤。

了解到这一情况的王怀，毅然做出了
一个决定：“就按年初跟老百姓签合同的

保底价0.43元每斤回收。”然而，这一决
定的做出，遭到了家人和合作社成员的极
大反对，王怀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日子
咋也比乡亲们、比那些贫困户好过，要是
赔了也由我自己兜着。”就这样，王怀按照
保底价收购了农户3400多吨的甜玉米，
共计赔掉了130多万元，除去食品厂的补
贴，王怀个人还要赔上50多万元。

“不为别的，就为乡亲们能乐乐呵呵
过个年。”王怀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
是恳切的。

2019年，王怀的心里依然充盈着希
望。他与更多支持他的人一同积极探索
销路，寻求稳定长远的合作经济，为乡亲
们有一个可喜的收入，为了更多人走进小
康之家而继续奔忙。

就为乡亲们能乐乐呵呵过个年
◎◎文文//图图 《《赤峰日报赤峰日报》》记者记者 王丽超王丽超

王怀正在为乡亲们发放玉米款王怀正在为乡亲们发放玉米款

助老员上门服务助老员上门服务

坚定兴林富民 引领绿色发展
发展林果业是全面提高林业总体实

力的战略性措施，是建设现代化林业促进
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兴安盟在编制特
色经济林发展规划的基础上，2018年提
出了强基地、扩产能、促增收的发展战略，
并按照“增果育榛改山杏”的调整思路和

“南果北榛中山杏”的基地布局，重点发展
沙果等小型鲜果，积极推进山杏培育改
造，大力发展榛子、文冠果等特色坚果。
盟委、行署印发了《兴安盟林果业产能递
增三年行动计划指导意见》《兴安盟林果
业补贴办法》和《兴安盟2018年林果业实

施方案》。通过建设，农村产业结构得到
了进一步优化，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林果基地规模化、产业化已见成效。

基地建设发展迅猛。截至 2018 年
10 月，全盟果树经济林总面积 89.2 万
亩。当年完成果树栽植面积7.1万。与

水务部门合作，有44105亩纳入了坡耕
地节水灌溉项目；林业工程项目主要向林
果基地倾斜，有49027亩纳入林业工程项
目。

典型示范硕果累累。为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在林果业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兴安

盟已培育和引进果品加工企业10家，发
展规范化林果示范合作社39家，林果示
范村建设12个，规模化林果示范基地11
个，林果科技示范户290户。庭院经济林
发展较快，栽植面积达1600余亩，栽植户
达1125户。

让 绿 水 青 山 造 福 兴 安 人 民
◎◎《《兴安日报兴安日报》》记者记者 张金磊张金磊

绿色是兴安盟发展的底色和招牌，生态是兴安盟最大的潜力和优势。2018年以来，兴安盟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首位，放大生态优势，把重点区域绿化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抓手，把生态脱贫、兴林富民作为造福人民的福祉，为绿色生态筑牢“靠山”，
走出了一条绿色兴安、绿色惠民的发展道路，让绿水青山造福于兴安人民。

坚守生态底线 强化区域绿化
在实施重点区域绿化过程中，兴安盟结

合全域旅游发展抓重点、抓亮点、抓示范，突出
公铁沿线、铁路沿线，旅游景区、农牧业园区、
工业园区，城镇和特色小镇周边等“两线、三

区、一周边”布局，做到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与
经济林产业发展相结合、与全域旅游发展相
结合，打造了一批“树带围村、花带围宅、绿篱
围院”的绿色生态村；大搞果树栽植，既达到了

美化、绿化的效果，又拉动了果树经济林基地
建设，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启动实施
了森林公园、观赏花园、采摘果园“三园”建设
行动，集中打造了一批集赏、观、游功能的生态

绿化景观和园区。
结合兴安盟实际，2018年安排重点

区域绿化建设任务8万亩，实际完成8.2
万亩，占计划任务的102%。其中完成公

路两侧绿化 264公里，绿化面积 1.61万
亩；城镇周边绿化19个，绿化面积1.64万
亩；厂矿园区绿化6个，绿化面积0.47万
亩；村屯绿化242个，绿化面积4.38万亩。

坚持生态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为助推林业生态扶贫步伐，盟委、行署把

发展林果产业作为推进全盟扶贫工作的重要
内容。2018年全盟完成果树栽植面积6.67
万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完成栽植面积
0.53万亩。完成果树育苗面积920亩，完成

果品保鲜库建设面积2.6万平方米，培育和引
进果品加工企业8家，发展规范化林果示范合
作社37家，完成林果示范村建设12个，完成
规模化林果示范基地11个，完成林果科技示
范户275户。

在发展林果产业方面，盟行署出台了扶
持政策，果农栽植果树苗木由盟里每亩补助
50元，旗县市每亩再补助50元，达到“一户一
亩园、一社百亩园”目标。此外，还通过成立由
林业、金融、保险、企业、合作社等参加的林果

产业发展联盟，推出“一社百亩园贷款服务包”
项目，推行“1+5”模式，即“合作社+银行贷款+
企业订单+抵押担保+联盟服务+财政补贴”，
重点扶持林果示范合作社，每个合作社贷款
授信额度100万元，贷款期限3至5年。同

时，大力推进“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扶
贫模式，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头作用，
通过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土地入股分红、
参与经营管理、劳务输出等方式，帮助其发展、
带动其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