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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民助、离家不离村的养老模式让张格庄镇的989名高龄老人有了新“家”——

幸福院里的笑声
初冬时节，丘陵深处、塔顶

山下的张格庄镇院口村却舒展
着一幅温暖如春的美丽画卷。

“咯咯……”循着这酣畅的
笑声，我们走进了村幸福院宽敞
整洁的大餐厅。只见二十多位
耄耋老人正围坐在圆桌前，吃着
可口的饭菜，说着家长里短，热
闹非凡，笑声四溢。

“饭菜合不合口、能不能吃
饱”“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记者
与老人围坐在一起，聊起了家
常。老人们激动地抢着述说自
己的切身感受。

八十四岁的孙兰英声音洪
亮：“政策好呀，没想到快入土的
人了，党和政府还对我们这么
好！吃得好，大火炕好，真好！真
好……”老奶奶激动得说不下去，
只好双手竖起大拇指。这时，九
十多岁的栾世华抢过话茬儿：“幸
福院管饭，还不要钱，我们老两口
土埋半截的人能享这份福，多亏
了幸福院。共产党好！”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一股脑的把内心的无
限感恩都吐露出来。

幸福院管理员常辉告诉我

们，幸福院不仅让全村八十岁以
上的老人天天都能吃上免费的
营养午餐，还开展生活照料、医
疗保健、精神抚慰、文化娱乐等
五项免费服务。

“老人们的儿女大部分在外
打工，平时无依无靠。幸福院解
决了问题，他们甭提多开心了。”
村支书孙茂壮带着我们参观幸
福院，只见食堂、大火炕、活动
室、农耕园……一应俱全，孙茂
壮说，幸福院开办一年多来，村
里老人养老“离家不离村”，晚年
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户籍人口只有1.89万人的
张格庄镇，60岁以上的老年人
6204 人，占比高达近三分之
一。”镇政府民政助理郭光泉告
诉记者，为解决老龄化浪潮带来
的诸多问题，镇村两级按照“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思路，逐步
摸索出一条“公办民助、共济共
建”的养老模式。

在养老机构建设上，争取省
市专项资金扶持，区镇两级配套
资金投入，村级党员干部义务投

工参与，全镇27个村每村建设
一处养老机构，目前已有9个村
建成幸福院。

硬件设施到位了，后期运营
怎么办？张格庄镇引入山东省
普觉公益基金会，开始资助每个
村级幸福院每天午餐的费用、常
年两名工作人员工资，如今资助
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五大类项目。

“去年9月院口村幸福院率
先运营后，全镇已‘开张’村级幸
福院7家。我们又通过公开招
标，购买福山区馨悦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承接幸福院的五大类服
务。”普觉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
安贤告诉记者，这五类服务中既
有每月理发、打扫卫生、清理被
褥等生活照料服务，也有定期养
生保健、老年病防治等医疗保健
服务，定期走访慰问、陪伴、茶话
会、心理咨询、家庭关系调和、老
人子女视频对话交流、临终关怀
等精神慰籍服务，书报阅览、电
影电视、健身操、手工活动、文艺
演出、“孝道大讲堂”活动、评比
活动表彰养老先进典型等文娱
服务和传统文化传播服务。

他们制定饭菜多样化、厨具
不锈钢化、卧具胶东大炕化、生活
娱乐化、管理规范化的“五化”标
准，组建幸福院管理委员会，由乡
镇、村委、基金会、承接服务的社
会组织、幸福院老人五方各选派
一人，实行民主管理，共同监督管
理项目运行、资金使用以及社会
组织服务情况，通过“五方齐抓、
共治共管”，规范服务运作。

在该镇的车家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主任车绍波告诉记者，

“公办民助、共济共建”的养老模
式把村里多年想办却没有能力
办好的事情办好了，建幸福院的
资金上级政府帮忙解决一部分，
运营幸福院的资金普觉公益基
金又帮着解决了。“目前，张格庄
镇989名在村高龄老人已经享
受到幸福院开展的五大类服务，
其中仅就餐服务一项就解决了
312名老人的就餐问题。”郭光泉
说，下一步，张格庄镇将在全镇
所有村推广“公办民助”的幸福
院建设模式。

YMG全媒体记者 权立通
通讯员 潘丹丹

区应急管理局加强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管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姜俊杰）临近岁末
年初，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频
发，区应急管理局结合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落实冬季安
全生产各项举措，全力除隐患、
控风险、防事故。

聚焦抓实安全风险管控

针对冬季气候干燥，雨雪冰
冻多发，静电火花、管道冻堵、道
路湿滑、通风不畅等特点，聚焦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制定
8个专项行动方案，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专项整治，推动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和防范措施。

以执法力量下沉为契机深
入企业一线，开展以设备防冻、
作业场所防滑、操作人员防中毒
为主要内容的“冬季三防”安全
生产检查，重点检查设施设备的
维护、工作场所的通风、应急器
材的保养，要求企业完善隐患排
查治理台账，切实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行动开展以来，共成
立检查组72个，排查整改问题隐
患243处，实施行政处罚8起，约
谈警示企业15家，春节前将全覆
盖检查所有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和重点工贸企业。

遏制烟花爆竹安全事故

按照总数不低于10% 的比
例继续压减零售点数量，由79家
压减至52家，同比下降22%；组
织52家零售点负责人签订《福山
区烟花爆竹经营点安全承诺
书》，做到不安全不承诺、不承诺
不经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
厉打击批发企业违反“六严禁”、
零售点违反“三严禁”行为和在
仓库内拆箱、组装、包装等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关闭取缔属于

“两关闭”范畴的零售点，共检查
烟花爆竹零售点68家次，吊销零
售许可证2家。

严防冬季取暖各类事故

印发《关于认真做好冬季取
暖保供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编制《福山区森林防火、燃气安
全、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及道路交
通安全承诺书》，全区范围内签
订承诺书11.3万余份。组织机
关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走
村入户，宣传冬季取暖、用气安
全知识，发放明白纸6万余份，设
置安全宣传标语156处。

11月26日，举办专题晚会，
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和燃气
安全科普宣传，提高居民安全防
范意识。

区商务局开展疫情
防控督导工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王宁）按照市、区
防控指挥部的部署要求，为进一
步巩固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成
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11月28日上午，区商务局分
管负责人带队，前往家家悦福山
一店、振华购物广场等商超进行
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此次督导主要检查了各商
超企业亮码、测温、通风消毒等
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并要求企
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冷链
从业人员、肉品及外部环境核酸
检测工作，严防严控，切实保证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继续配
合区相关部门做好进口冷链食品
排查工作，抓紧抓细抓实疫情常
态化防控举措。同时加大督导检
查力度，持续督导企业落实好各
项防疫措施，全力确保我区大型
超市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

全市京剧票友大赛我区
选手喜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杨璐 YMG
全媒体记者 立通）11月27日，
第二届烟台市民文化节“国粹金
声”烟台市京剧票友大赛圆满结
赛。经过激烈地角逐和公正地评
判，区文化馆组织并选送的四名
选手圆满的完成了比赛任务，并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本次大赛中，区文化和旅
游局组织严密有序，得到领导和
大赛组委会的一致好评，喜获

“优秀组织奖”，在众多参赛单位
中，仅有11个参赛单位获此殊
荣。同时，于光辉演唱的《武家
坡》选段“提起当年泪不干”和赵
建波演唱的《西施》在“烟台优秀
京剧票友30强”的前10强中
分别斩获第二名和第六名的佳
绩，孙广德演唱的《昔日有个三
大贤》和申维宝演唱的毛主席诗
词《娄山关》也都收获了“优秀表
演奖”。

区疾控中心专家到
福山一中培训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健 宣
YMG全媒体记者 立通）11 月
26日，福山区疾控中心有关专
家来到福山一中，向全校师生进
行新冠肺炎、艾滋病防控核心知
识培训。

授课专家从开学前准备、开
学后管理及应急处置三个方面，
向在校师生介绍新冠肺炎防控
方面的制度建设、管理办法、上
下学应采取的防控具体措施及
如何进行有效预防的相关知识，
给大家敲响警钟——疫情仍未
远去，我们仍要全力以赴做好秋
冬季节的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
懈怠。

艾滋病防护方面，专家以
“美好青春我做主——红丝带校
园行”为题，向同学们介绍了什
么是艾滋病，艾滋病的历史、流
行病学现状以及艾滋病的治疗
及预后等基础知识，重点强调了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如何杜绝
这几种传播途径进行预防，并希
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从我做
起，将艾滋病挡在校园之外。

区医院服务百姓
健康行走进兜余

本报讯（通讯员 孔静 YMG
全媒体记者 立通 摄影报道）11
月19日，福山区人民医院组织眼
科、耳鼻喉科4名专家来到兜余
卫生院，开展“秋冬季服务百姓
健康行”活动。80余名村（居）民
参加了健康讲座及义诊活动，现
场发放健康宣教资料100余份。

针对入秋以来的疫情反弹
情况，医务人员们首先进行了包
括如何正确佩戴口罩、正确的六
步洗手法、发热患者如何正确就
诊等问题在内的相关健康常识
宣教。耳鼻喉科主治医师苏东
明开展了主题为“认识梅尼埃
病，远离眩晕、耳鸣、耳聋”的知
识讲座，详细讲解了眩晕的发病
原因、临床表现、治疗及预防，让
患者能有效区分头晕与眩晕。
眼科主治医师李鹏为就诊患者
进行了视力及眼底情况筛查，针
对群众关心的眼部疾病预防、诊
疗、预后等问题一一解答，并为
每位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