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设手机课堂

打造智慧平台关注老人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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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充电卡
11 月 1 日一大早，师范街社区网

格员周洁接到许坦西街酒苑小区居民
赵先生的电话，投诉小区物业不卖电
给他，并诬陷他破坏了楼道内的消防
箱。网格员周洁一面安抚居民情绪，
一面赶到现场调查。

经过走访，周洁了解到，当天早晨
赵先生去物业买电时，物业拒绝卖电，
理由是赵先生家所在楼层消防箱玻璃
被砸碎了，大量碎片就堆在赵先生家
附近，于是物业推定是赵先生干的，要
求他先赔偿，否则就不卖电。赵先生
表示并非自己所为，物业找借口整
他。随后，周洁跟赵先生一道来到物
业做调解，她说：谁破坏的消防箱，暂
时还没有确凿证据，可以就此事报警，
请民警调查处理；物业凭借推测，不卖
给业主电不合理。同时，居民要积极
配合物业调查，提供相关线索，查清事
情真相。经过周洁努力调解，双方都
表示应该相互配合。物业给赵先生充
了电卡，并更换了消防箱玻璃。赵先
生表示积极协助调查此事，毕竟事发
自家门口，也希望搞清楚是何人所为。

大狗拴门口
10 月 31 日下午，江阳路 5 号预制

厂宿舍 4号楼居民向网格员刘永婵反
映，不知哪位院邻将一条大狗拴在单
元楼门口，老人和小孩都不敢出入，希
望江阳社区网格员帮忙联系狗的主

人，尽快将大狗牵走。
网格员刘永婵接到反映，当即去 4

号楼走访了解，并电话联系到了养犬居
民。对方表示，这条大狗确实是自己养
的，因为刚才着急送孩子，下楼时没注
意狗跟着跑了下来，来不及再将它送上
楼，就将狗暂时拴在单元楼门口了，马
上回去处理。刘永婵给对方讲解了文
明养犬的规定，希望对方按规养狗，不
要再让邻居们担惊受怕。养犬居民表
示十分抱歉，没想到他一时疏忽大意给
邻居带来这么多麻烦，很快赶回家将大
狗送走，并请刘永婵代他向邻居们表示
歉意。

废弃家具乱堆
翠馨苑社区网格员刘丽卿、郝俊

超在辖区走访时，陆续接到滨河东路
208号翠馨苑小区居民投诉，很多住户
装修家将废旧家具随便丢弃，导致小
区堆放众多大件垃圾，影响生活环境，
希望网格员帮忙反映和处理。接到投
诉反映后，刘丽卿、郝俊超汇报协调，
社区又和环卫部门取得联系，10月 31
日，环卫部门派出大型垃圾车将这些
大件垃圾进行集中清运。在清理现
场，网格员刘丽卿、郝俊超，社区干部
杨阳、王佳丽也赶来一起帮忙打扫。
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如此辛苦，居民们
也自觉加入到清理的队伍中来，大件
垃圾很快被清运完毕。

记者 韩睿

辖区居民有矛盾
网格员用心巧调解

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免有摩擦，有些事因为处理及时，
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坏事变好事；有些事因为沟通不畅，小事反而
演变成大事。社区网格员们本着化解矛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处
理了不少辖区内的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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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是太原市正式供热第一天，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中心内，一派忙碌，当天
入驻中心的供热问题处置临时工作组的工作人
员正在紧张地处理着市民来电。

“核实过了，这个居民反映的问题不是
我们公司的供热区域，你看看是不是你们公
司的？”市热力集团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在“工
单”处理平台上看到，家住玉河街新康乐巷
13 号院的翟女士反映小区暖气不热，希望
相关部门尽快处置的信息后，询问身边山西
兴业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我们的供热
区域，转过来吧！”兴业热力工作人员接单后
立即落实，随即派出维修人员赶到翟女士家
查看。不多时，维修人员反馈，该小区供热
已经正常，翟女士家的暖气管道开始升温，
测得室内温度为 20.5摄氏度。

随着“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不断将居民
反映的供热问题发到“工单”处理平台，临时
工作组各单位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专
属账号，在平台供热专属页面实时查看，发
现属于自家供热区域内的问题及时处理，不
是自家供热范围的，点击“转办”选项，将“工
单”转给其他部门处置，极大地提高了热线
受理问题的处理速度。

“今天有不少居民反映富力城 8号院东
区暖气不热，我们接单后派人到现场了解，

发现这个小区是今年新入网的小区，可能由
于管道刚开始运行需要调试，现在问题已经
得到解决，温度也已经升起来了！”市热力集
团公司一名党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进
驻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中心集中
办公后，可以及时解答群众反映的供热问
题，就像这个小区，不少居民都在反映同一
个问题，他们了解具体情况后，可通过接线
员直接告知群众，让大家安心。现场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我们派单处理期限是 48 小
时，过了这个时间就要对责任单位进行督促
和问责，以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截至昨天下午 5时 19分，该中心转办回
访部主管告诉记者，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共接到综合电话 5752个，其中关于供热的
电话 1345个，派单到供热问题处置临时工作
组622个。

群众点单、热线派单、工作组接单……供
热问题处置临时工作组发挥集中办公优势，
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及时协调解决群众供热
方面急事难题，全力保障居民供暖。

据悉，由市城乡管理局、六城区和五家热
力公司组成的供热问题处置临时工作组，从
11月 1日起入驻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
行中心，持续到供暖期结束。

记者 郭晓华 霍铮

本报讯（记者 张国英 通讯员 杨建
斌）10月31日，龙潭公园春秋大鼎处，一众歌
友现场齐唱一曲《爱的奉献》，令人动容。这
是太原健康合唱团为陪伴他们多年、正在与
疾病抗争的音响师老胡唱出心中的歌。短短
两个小时，歌友们为老胡捐款近万元。

经常在龙潭公园活动的太原健康合唱
团音响师胡泽民，人称老胡，平时爱说爱笑，
目前因为重病住进了医院，长期在一起唱歌

的歌友们于 31 日当天在龙潭公园活动时，
想到老胡七年来无私付出，大家忍不住合唱
起《爱的奉献》，向老胡传递祝福之情。在歌
声的感召下，与老胡相识的歌友们，还有素
不相识的群众，自发为老胡捐款。大家你 20
元他 50 元，短短两个小时就捐助善款近万
元。随后，该团团长郭三宝带着歌友们的祝
福将捐款送到老胡手中，祝愿他早日战胜病
魔，回到歌友群中来。

首批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之万柏林区丽华社区：

智慧平台服务更精准
“喂，我家下水道堵塞，请安排师傅上门维修……”10月26日，家

住丽华社区的李大爷通过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下单管道疏通，不
到半个小时，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维修人员敲响了李大爷的家门，对李
大爷家里管道进行了疏通。对此，李大爷甚是满意，“这个智能服务
确实方便，啥事都能解决，为我们老年人省去了很多麻烦。”两年来，
丽华社区致力打造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让为老服务更加便捷，更
加精准，更有温度。也正因如此，该社区在2021年全国示范性老年
友好型社区评选活动中脱颖而出。

家住 3 号楼的霍阿姨有一儿一
女，但均在德国发展。自去年老伴去
世后，她基本就独自一人生活。随着
年龄增长，霍阿姨特别容易忘事，经常
烧水忘关火、出门忘带钥匙，“社区活
动很丰富，但平时没有空，也好像没心
情，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看病挂号、
宽带缴费、疏通下水道都是我一个
人。”

类似霍阿姨的情况在小区不是个
例，整个社区 2382 名老年人，空巢老
人占 59%以上。“这部分老人因为孩子
不在身边，家里状况频出，有的钥匙落
在家里，有的管道发生堵塞、有的生病
没人挂号，基本生活缺乏保障。”丽华
社区主任康庆英说，在入户调查后发
现，这些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生活保障。

老人的需求就是自己的努力方
向。针对社区空巢老人们的诉求，丽
华社区主任康庆英深入思考后，作出
一个决定：整合资源，打造智能服务综
合平台，让老人们的家务事有人帮、有
人管。

精选服务内容、设计平台模块、
对接优质服务供应商，丽华社区智
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搭建完成，为
老服务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为老服
务更加便捷温情。

记者扫码打开“社情服务通”程
序发现，在显示有丽华社区居民服
务的界面中，整齐排列“党群服务”

“居民服务”“在线预约”“线上咨询”
“党建要闻”“困难帮扶”“帮扶排行
榜”7 个图标。其中，与老年人关联
度较高的有“居民服务”与“在线预
约”。在“居家服务”里，有暖气清
洁、家电维修、医疗服务、上门理发、
洗浴，及代缴费用等诸多服务，只要
老人一扫码点击，平台就能生成订
单，省去了老人找不到服务的麻烦。

康庆英直言，“社情服务通”打
通了老年人、社区、服务商的供需渠
道，让养老服务更加精准，更加便
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为 160 多名
老人提供了服务，为他们解决了很
多生活难题。”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建起来了，老年
人不会用怎么办？为此，丽华社区开设了
智能手机课堂。10 月 26 日，在丽华社区开
设的智能手机课堂上，老人们讨论热烈，68
岁的张莉笑着表示，“比上学那会儿还认
真。”课堂上，老师针对晚年生活，讲网上购
票、线上挂号。围绕法治讲堂，讲电信诈
骗，不少老人评价：“与生活结合非常紧密，
大家都愿意听。”

一部手机办结社区事，一个平台服务千
万家。康庆英表示，“社情服务通”只是打
造智慧养老服务的一小步，为居民打造了
温馨、和谐、文明的智慧家园，才是自己做
好社区工作的初衷，下一步，社区还会围绕
社区老年人的“吃、住、行、游、购、娱、健”做
文章，“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生活更加
幸福。”

记者 张慧

老人在线“点单”，服务主动“敲门”。伴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突
破，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智慧养
老为养老服务增添了新模式。

丽华社区紧跟时代步伐，通过打造“社情
服务通”，搭建智能服务平台，开设智慧手机
课堂，为老服务实时对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传统型养老服务的不足，为养老服务插上智
慧的翅膀，让儿女们省去了许多烦恼。智慧
养老丰富了养老的内涵和形式，为新时代养
老服务、为老服务增添了更多选择。针对老
年人不同需求，设置不同模式，才能满足老年
人多层次、多样化、多维度的需求，才能让银
发一族尽享夕阳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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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供热首日接到派单622个

社区专门为老人搭建智慧养老平台。 张昊宇 摄

龙潭放歌 捐助患病歌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