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坊反映：

天河棠下接

源大街14号有抽水机从晚

上到凌晨抽水。

达善东社区居委会反

馈：

社区网格员电话联系房

东了解情况。房东联系出租

屋托管负责人了解到因为

水压不足的确存在抽水情

况。网格员联系接源大街14

号出租屋托管负责人，后者

答应换成更安静的水泵。但

问题没有得到改善。经再次

沟通后，出租屋托管负责人

承诺晚上12点后不开抽水

机。

问题 深夜抽水影响

周边住户休息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长， 空巢老人

数量的上升，如何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的智能化，是近年来居家养老服务的

发力点所在。 截至2019年5月31日，黄埔

区南岗街已在辖区内为656名长者安装

了“平安通”，缓解了不少在外子女对家

中至亲的担忧。

一键开启平安守卫

家住南岗街道南岗社区的钟奶奶已

经81岁了，一口气爬三楼仍是健步如飞，

早晨自行去附近的菜场卖菜， 空时还会

骑骑自行车，独自居住在一套房中的她

将自己的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 钟奶奶

说：“我儿子就住我隔壁， 但是他工作比

较忙所以经常就我一人在家，去年他就

给我申请了这个‘平安通’。 ”

钟奶奶家的情况， 也是南岗众多家

庭的写照。“老人家很爱活动，虽说上了

年纪但身体还是硬朗得很。”在南岗社区

的文化中心， 记者遇见了居住在社区里

的秦先生，文化中心是老人们相聚下棋、

喝茶、锻炼的场地，秦先生的妈妈也是其

中的活跃分子。“我们经常不在家，她要

是独自出去玩时有什么磕磕碰碰的，通

过‘平安通’通知我们也能及时发现。 ”

“一呼”收获十分照料

记者发现，“平安通” 之所以能在老

年人中流行开来， 并获取年轻子女的信

赖无外乎两大优点：一、便捷；二、及时。

据了解， 资助用户可以根据个人生活习

惯或喜好选择“老人智能腕表”“老人手

机”“平安通呼叫器” 这三项服务设备中

的一种进行使用， 作为一款为老人量身

定做的通讯设备，不仅能够随身便携，通

过其中的按键指示， 一键就能轻松完成

呼救、定位等服务，其中佩戴在老人手上

的智能腕表还可实现心率检测、 电子围

栏、计步等功能，迎合了老人家简单易懂

的操作要求。

而“平安通”的“及时”则是反映在对

老人健康状况的及时反馈上。“曾经有位

长者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 家中子女

刚好不在，‘平安通’ 就及时反映给了我

们居委会， 第一时间我们就赶到了解了

老人的情况。 ” 南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秦锡良告诉记者。 平日里， 社区居委

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会经常看望社区里独

居的老人，而“平安通”的及时呼叫也能

让他们更好地掌握社区老人的健康状

况。据了解，在申请“平安通”时必须填上

指定亲属和其他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

式， 这样老人的状况能够第一时间传达

到子女身边。

此外，“平安通” 在对老年人心理慰

藉方面， 也充分展现了人文关怀。 据介

绍，老人们会定期接受“平安通”工作人

员的回访，以及极端天气的提示，健康状

况的询问等， 在为长者提供更全面体贴

的服务的同时， 又让老人深感重视与呵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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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安全怎保障？ 他们有办法

南岗街为独居孤寡老人安装“平安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长，空

巢老人数量的上升 ， 给独

生子女家庭、社区居家养老等带的

压力越来越大，从而也容易引发一

些矛盾。 “平安通”的出现，无疑能

缓解这一矛盾。 为此，黄埔区南岗

街为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通过

宣传发动 ，让辖内长者安装 “平安

通”， 更好地掌握社区老人的生活

诉求和健康状况，并将老人的状况

第一时间传达到子女。 安装“平安

通”， 让老人能及时得到照顾和关

怀，这样的安排，你认为如何？

今日商议焦点

凡事好商量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上接

A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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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求必应

街坊有所呼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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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应

扫码说出您的烦心

事，小

e

助您解决

已

解

决

老人们进行“平安通”申请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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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作为世界500强企业， 自去年大力

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以来，已拥有新能

源汽车完备且顶尖的产业链： 入主瑞

典NEVS、 与世界顶级豪车制造商科尼

赛克组建合资公司， 获得了强大的整

车研发制造能力； 入主卡耐公司， 获

得日本顶尖动力电池技术； 并相继入

主荷兰e-Traction公司和英国Protean，

全面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轮毂电机技

术； 并通过入股广汇集团， 获得了全

球最大的汽车销售渠道； 研发智能调

控系统， 解决新能源汽车社区充电难

的问题。

分析人士表示， 凭借世界顶尖技

术及全产业链布局，恒大在新能源车领

域已占据绝对领先优势，此次与广州市

政府达成战略合作，三大研发生产基地

落地南沙，意味着其造车计划正加速推

进，相信恒大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广州乃

至我国汽车产业的新名片。

2018年， 中吉双边贸易额超过56亿美

元，同建交之初相比增长超过150倍。 中

方累计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近30亿美

元。 双方共同实施的达特卡－克明输变

电工程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电力资源

分布不均、输送不畅的历史，奥什市医

院为当地民众提供中亚地区最优质的

医疗服务，中吉乌

（兹别克斯坦）

公路成

为跨越高山、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

脉。 吉尔吉斯斯坦不断扩大对华出口，

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已经走

上中国普通百姓的餐桌。 吉尔吉斯斯坦

民众喜爱网购，电商为他们提供了全新

的消费体验。

———中吉人文交流更加热络。 2018

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7万人次，吉尔吉

斯斯坦在华留学生超过4600名。 吉尔吉

斯斯坦开设4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

堂，中方援建的比什凯克第九十五中学

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学校。 中吉两国共

同举办纪念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

特玛托夫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社会各

界反响热烈。 应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

中国中央歌剧院将赴吉尔吉斯斯坦演

出中文歌剧《玛纳斯》。 这一两国人民共

同拥有的文化瑰宝再次大放异彩，奏响

中吉传统友好的时代强音。

吉尔吉斯斯坦有句谚语，“兄弟情

谊胜过一切财富。 ”中国人也常说，“兄

弟同心，其利断金。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吉携手合作，共迎

挑战， 确保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期待通

过这次访问， 同热恩别科夫总统一道，

擘画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

宏伟蓝图，引领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再上新台阶。

我们愿同吉方增进战略互信， 密切

高层交往，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地方各

层级交流合作，继续在主权、安全、领土

完整等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

定支持， 在风云激荡的国际局势中携手

并肩， 捍卫两国共同的战略安全和发展

利益，为实现两国繁荣富强共同奋斗。

我们愿同吉方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加快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共同

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成果， 深化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促进贸易投资

便利化。 我们欢迎吉尔吉斯斯坦企业

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愿进口更多高品质的吉尔吉斯斯坦农

产品。 我们也将继续为吉尔吉斯斯坦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和支持。

我们愿同吉方加强安全合作，践行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合

力打击“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

犯罪， 维护两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共

同营造地区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

我们愿同吉方扩大人文交流。 朋友

越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 双方要提升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年、媒体、联

合考古等领域合作水平，让两国人民心

更近、情更深。

我们愿同吉方密切国际合作，加强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

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支持多边主义，推进经济全

球化进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8年来，成员国

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

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坚

定遵循《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确定的宗旨和原则， 树立了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

范，为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高度重视安全、经

济、人文、对外交往等领域合作，严厉打

击“三股势力”，着力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

接，不断加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

源、创新、人文等领域合作，大力拓展同

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的伙伴关系，致力于打造更加紧密

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吉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以来，为推动本组织发展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比什凯克峰会将取得丰硕成

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地区各国人民。

只要我们秉持世代友好，矢志不渝

推进合作，中吉友好事业必将如巍巍天

山上苍劲挺拔的雪岭云杉， 枝繁叶茂、

四季常青。

广州市政府与恒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