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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1 月 13
日上午，山东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山东会堂隆重开幕。周乃翔
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
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2023年扎实办好重点民
生实事。

报告强调，开展稳就业
促创业行动。实施高校毕
业生就业启航扬帆计划，推
进农村劳动力就业集成改

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实
行“以工代赈”，新创设城乡
公益性岗位60万个。

启动教育提质行动。
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先行区
建设，新改扩建幼儿园、中
小学各 200 所以上。启动
新一轮部省共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试点。

推进社保扩面提标行
动。探索建立企业年金人
才专属政策。城乡居民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
例提高到70%左右。落实9
类困难群众救助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坚持“房住不炒”，
因城施策，多措并举激活房
地产市场。

创新文化惠民行动。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和文明创
建工程。完善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书香山东。

深化养老托育行动。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新增护

理型床位 2.5 万张、家庭养
老床位1万张。完成家庭适
老化改造3万户。积极落实
生育支持政策，新增托位3
万个。办好社区食堂。

实施健康促进行动。
创建 12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建好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健全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体系，扩大疾控中心
改革试点。建设“互联网+医
疗健康”示范市。 （李子路）

完善养老服务 新增护理型床位2.5万张
山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

联合国有关机构呼吁：

让每个人健康变老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12日发布的
一份报告说，到本世纪中叶，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将增
加一倍以上。为实现可持续
的未来，必须优先考虑老年
人的权利和福祉等问题。

这份《2023 年世界社会
报告》说，2021年，全球65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7.61 亿 ，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16 亿。80 岁及以上的人口
增长速度更快。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
是当今时代鲜明的全球性特
点。各国应采取具体措施，
在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不断攀
升的情况下，为不断老龄化
的全球人口提供支持。各国
应采取措施，让每个人都有
机会健康地变老。

报告指出，全球预期寿
命的增加反映了整体健康状
况的改善。不过，报告认为
当今的老龄化世界存在不平
等问题。联合国主管经济和
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李军华
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
战，并利用其带来的机遇。”

新春爱心消费券
要兼顾养老等领域

春节临近，许多地方都加
大了促消费力度，其中发放消
费券成了重要措施之一。

事实上，消费券不仅有
促消费作用，也有保民生功
能。各地在发挥消费券对经
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的同
时，也不能忽视其在改善民
生层面的重要价值。比如，
有的地方对困难群体发放

“爱心消费券”，这样的做法
就颇有意义，除了困难群体
之外，如果能够对春节期间
坚守岗位的企业留岗职工、
户外劳动者、新业态劳动者
等群体，在消费券的发放上
更有针对性和倾斜性，也有
助于改善这些职工在新春期
间的生活。另外，也可以考
虑在社会民生领域发放消费
券，比如养老等。

毕竟，消费券成本多源
自财政补贴，好钢要用在刀
刃上，消费券的发放不是“大
水漫灌”，要科学测算，有针对
性的精准发放方能发挥出最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肖哲

桑榆热评

1月14日，在山东省政
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德州市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赵晓静委
员发言说，追古思今、对标
对表，我们今天的家风建
设面临着特色不足、阵地
偏软、发力不准等问题，需
奋楫前行。

为此，赵晓静建议，一
要深挖儒家文化资源，厚植

“齐鲁家风之根”。推动儒
学“家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支持省内高
校、研究机构等，系统梳理
儒家文化中的家风家训思
想，为家风建设提供理论
支撑。依托曲阜“三孔”、
邹城“两孟”等文化富集
地 ，打 造 家 风 建 设 示 范

点。二要建强家庭教育阵
地 ，夯 实“ 齐 鲁 家 风 之
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校站、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
共建家长学校。建立多层
次、宽领域的专家人才库，组
建专兼职宣讲队伍，提高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三要
扛牢文明创建旗帜，激扬“齐
鲁家风之力”。在村规民约
中纳入耕读传家、见贤思齐
等家风新元素，以家风建设
引领山东好人、道德模范、
五好家庭等典型选树，擦亮

“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
金招牌。探索推广激励措
施，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目标，转化为群众自我参
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
内生动力。 满倩倩

文化传承培根魂建设齐鲁好家风

我国有大约 4000 万
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
对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
需求旺盛。山东省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完善基本养老
服务，新增护理型床位2.5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1万
张”，可谓恰逢其时。

要新增护理床位就必
须抓住增长的“牛鼻子”：提
升老年护理的专业度。要
深化养老机构与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合作，将“校企合
作”运用到养老护理的培养
模式中；根据实际养老需求
完善养老护理专业培训课
程，以及老年护理专业职称
评定体系；构建“长护险”服
务评估体系，促进护理行业
良性发展……

更优质的服务需要更
专业的人。老年护理既要
吸引和培养多层次、高素质
的从业人员，也要让从业人
员感受到更多的体面与尊
严，愿意安心留下来做好
服务。随着老龄化程度加
深，拓展老年护理人员供
给量、提升其能力素养，夯
实老年护理服务基础，“银发
时代”的个人与社会才能更
加从容。

为老年护理从业人
员“赋能”，不仅可以让老
年人获得更高质量的晚年
生活，也能使从业人员的
就业晋升之路走得更宽、
更顺，让他们的劳动价值
得到更多尊重与实现。

纪玉

老年护理要“升级”专业度

两会 音声

聚焦山东省两会

山东蒙阴作为中国长
毛兔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
养长毛兔。今年57岁的公
为迎作为养了40余年长毛

兔的“老江湖”，是当地家喻
户晓的“长毛兔育种土专
家”。他肯钻研、肯动脑琢
磨如何养好兔、养优质兔，
从最初的20只到如今3000
余只，他钻研的养兔技术获
得国家三项专利，2022年还
获得农业推广研究员这一
正高级职称。

1957年，蒙阴县开始引
进长毛兔，公为迎的母亲算
最早一批养兔人。1984年，
念高中的公为迎开始帮母

亲养兔。
1999年，已在当地养兔

行业小有成就的公为迎进
一步扩大养殖场的规模，从
老家搬到了蒙阴县城，长毛
兔规模已从最初的20只发
展到上千只。

2012年后，在长毛兔市
场普遍追求高产、兔毛粗直
壮的大背景下，公为迎另辟
蹊径，花七八年时间，选育
出绒毛性长毛兔。所产兔
绒细密纤长，被称为“纤维

中的软黄金”，先后推广到
河北、山西、辽宁等地。近
年来，兔毛行情低迷，他积
极探索，又选育出“观赏产
绒多用兔”，带动蒙阴当地
养殖户共同致富。

目前，山东省全面推开
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
度。截至2021年1月，全省
已有 2224 名新型职业农民
通过评审取得职称，其中高
级 41 人、中级 626 人、初级
1557人。 王鑫 公茂栋

养兔老农：从“土专家”到“正高级”

长毛兔被公为迎视为宝贝长毛兔被公为迎视为宝贝。。

爱美大姨拉满过年“仪式感”
新春佳节将至，很多爱美的女性开始注重打扮自己的仪表。日前，本报记者走进美发店、美容院、商场超市，

看到许多老年人忙着烫头发、做美容、买新衣，准备以最美的样子过大年。 （详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