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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小雨。今天气温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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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33 33 11

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乡
镇党委换届选举是基层党员
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昨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牮赴新登镇调研指导乡镇
党委换届选举工作。

座谈中，王牮认真听取了
新登镇党委换届工作组织领
导、党代表推选、党代会筹备
等情况的汇报，并就换届工作
中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提出
指导意见。他指出，近年来，
新登镇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
决策部署和全省一流小城市
建设目标，在环境提升、产业
转型、古城复兴、社会治理等
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得益于各
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持续
增强，也得益于全镇广大党员
干部的辛勤付出。当前，要统
一思想认识，把做好换届工作
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工作作
风，高质量推进换届工作。

王牮强调，要严肃换届程
序，始终把规矩和纪律挺在前
面，确保“九个一律”“九个不
宜 ”要 求 入 脑 入 心 、严 格 落
实。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协
同配合，确保代表选优、换届
换好，为助力新登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善于
着眼全局，统筹推进安全生
产、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工
作，做到换届与发展“两不误”

“双丰收”。
“希望你们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深入调研，科学谋划
好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和工作
思路，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任更比一任好。”针对新登
下一步发展，王牮要求，要高
品质推进古城复兴，紧抓时间
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做好申遗工作，确保亚运
会前精彩亮相。要高质量推进产业发展，加快
促进项目落地建设，切实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
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高水平推进城
市管理，按照“千年古城复兴”目标和城市副中
心的定位，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美丽的城市环
境。 要高标准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打响特色品
牌，不折不扣做好“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和耕
地功能恢复，加快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美丽乡村
标杆点建设和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要高起
点推进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之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高要求推
进队伍建设，牢记理想信念，做到纪律严明，保
持过硬作风，加强能力建设，全力打造勤勉、高
效、务实、担当的干部队伍。

调研中，王牮一行还实地察看了新登镇潘
堰村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美丽乡村标杆点项目、
耕地功能恢复工作以及新登古城项目推进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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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老龄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
年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

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
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
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

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
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
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郑春
海）凌晨 4 点，富阳中学食堂工作人员
进入食堂，系统对他进行人脸识别后，
用电子测温仪测量体温，自动进行健康
申报。与此同时，食堂管理员李老师的
手机已收到同步在后台记录备案的员
工晨检信息，不仅方便，而且一目了
然。这是富阳中学食堂完成智能阳光
厨房后带来的便利，区市场监管局饮食
服务监督管理科科长徐宏伟告诉记者，
富阳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建成智能阳光
厨房 120 家，截至昨天，已全部完成线
上安装，加上去年已建成的33家，基本
可以实现公办学校全覆盖。

智能化阳光厨房，让孩子
们吃得更安全

徐宏伟说，智能阳光厨房主要是在
学校原有的“阳光厨房”建设基础上改
建的，增加了智能感应设备，主要包括
紫外线消毒检测设备、冰箱温度物联感
应设备、紫外线灯开关智能监控、专间
温度湿度物联感应设备、消毒检测设
备、AI智能抓拍等设备，并实现数据接
入杭州“城市大脑”食安慧眼平台。

“打个比方，原来学校食堂设施的

紫外线消毒灯、消毒柜，都是由人工控
制的，偶尔也会发生忘记打开，或打开
后忘记关掉的现象，但现在都是通过智
能化管理，凌晨3点定时打开这些消毒
设备，半小时后自动关闭，并记录相关
数据和灯管使用时间，食堂管理人员只
要在手机APP上查看，就知道灯管用了
多长时间，是否已需要更换，科学便捷，
经济实惠。”徐宏伟说。

智能阳光厨房系统使用了AI智能

抓拍，就是对厨房人员进行智能化管
理，通过人脸、图片、行为识别，对不规
范着装、不规范戴口罩、不规范操作等
行为都会进行抓拍，阳光厨房由原来单
一的“可看”功能转变成智能示警系统。

“安装了智能感应设备后，所有数
据都是自动生成，自动记录，且无法修
改，对食堂来说，台账管理从此成为易
事，对市场监管部门来说，这些数据的
真实性和严谨程度都是值得信任的，就

连以前管理有一定难度的食堂员工健
康证，也因为是系统对接了卫健部门体
检信息而自动生成电子的，管理变得更
加智能化。”徐宏伟表示。

阳光厨房，让后厨不再
“神秘”

据了解，在2015年至2020年的6年
间，富阳共建成阳光厨房 757 家，其中
学校、幼儿园食堂共 239 家。徐宏伟
说，阳光厨房的意思，就是“让后厨不再

‘神秘’”，从厨房操作人员进入后厨，到
洗菜、切菜、烹饪、分装，再到餐后餐具
清洗、消毒、归放，后厨整个操作流程都
将全程“直播”展示，即通过“互联网+”
的形式，将学校食堂饭菜制作的影像信
息实时传导到监控终端，实现全程监
控。同时，要求严格落实食品采购、加
工、储存、留样、消毒等制度，并与量化
分级管理相结合，推进学校食材食品自
检快检广覆盖工程，检测信息实时上
传，实行安全追溯，并逐步建立起学校
食堂主动实施后厨革命行动、监管部门
督查引导、公众参与监督的食品安全共
治机制。

智慧担当的学校智能阳光厨房上线
年底前计划建成153家

九九重阳，今又重阳。在中国人
的价值观中，孝亲敬老，是善德之先。
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下，
善待老人这一行为被赋予了新内涵、
新要求。

万物互联的今天，对于年轻人来
说，出行、购物、用餐……往往一部手
机就搞定了。但科技的进步，就像爱
迪生发明的电灯，照亮了现代人的生
活，却将一部分与时代脱节的老年人，
抛在了被光投射的阴影之中。这个生
活了数十年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变得
越来越陌生。

“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
“老人开通手机银行却被电信诈骗”
“老人无法出示健康码乘坐公交被请
下车”“老人买葡萄因不会手机支付遭
店员羞辱，还与保安发生冲突”……近
年来，在微博热搜、短视频平台首页，
类似事件经常出现，引起网友广泛热

议。其实，除了新闻报道，在我们周
围，就有不少老年人因学习能力退化、
肢体行动不便、没有子女指导或是其
他原因，玩不转智能手机、智能家电，
学不会扫码支付、在线挂号，不但没有
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反而被
数字鸿沟影响到了正常生活。

科技发展是对人类的馈赠，老年
人也应该成为受益群体。我们常常感
慨“中国速度”，而一个健康的社会，在
它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停下脚步，等
一等那些仍在原地的人。令人欣喜的
是，“老年人不能被科技抛弃”，这个观
点渐次成为社会共识。就在去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
案》，就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
务创新并行，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
贴心的便利化服务作出部署。比如，
保留传统金融服务方式，加大对拒收

现金等歧视行为的整改整治力度；再
比如，在车站、机场、公园、银行、医院、
商场等公共场所，要为老年人提供必
要的信息引导和人工帮扶，帮助他们
迈过“数字鸿沟”、越过“数字陷阱”。
方案中还提到一个词，叫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改造，如今不少网站和手机应
用程序都已将此事提上日程。最近几
天，淘宝就推出了长辈模式，微信也上
线了关怀模式，针对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通过优化界面、简化程序、增加功
能等方式，让银发族在使用APP时看
得更清楚、操作更便捷。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21世纪的中

国基本国情。如何让每一位老年人更
快速地融入数字化生活、跟上时代发
展的步伐，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人
人都有一颗包容与理解之心。作为家
庭成员，理应重视“文化反哺”，帮助家
里的老年人学习电子设备，提升网络
安全意识；作为陌生人，尽量抽出一点
时间和耐心，帮助身边的老人掌握出
示健康码、扫码支付、出行、就医等生
活便利化技能。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会
老，在很大程度上，善待老人是一种言
传身教，是为自己预先储备一个温馨
幸福的晚年。

善待被科技“抛下”的老人
□许荆楠

春江时评本期主题：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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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敬老幸福家庭”“最美老年人协会会长”“最美养老护理员”……

重阳节里看“最美”

《杭州市富阳区关于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加快建设“未来工厂”的实施意见》出台

加码“未来工厂”，开启富阳“智造”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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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周冬儿
每天都跟着节拍“蹦蹦跳跳”

跳健身球操16年
成为国家级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