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大同助老”的做法和
经验被列为主要推广内容。

2018年 5月，大同市被列为全国第三批居家和社区养老试点城市，以此为契机，2019年，全市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专项行动（简称“大同助老”）全面启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市场运
作”，链接银行保险金融产品、社区养老设施、服务商家等资源，提供六助服务（助救、助购、助餐、助医、助洁、助
行），大同助老对接线上线下、贯通供给需求，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构建起没有围墙的“虚拟养
老院”，让老年人尽情享受互联网时代的快捷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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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助老的服务模式、康养体系得
到中国光大控股集团的高度重视，该集
团成立光大养老健康有限公司，在全国
布局养老健康产业的过程中，大同 398 博
爱康养服务中心成为山西唯一入围的项
目。在省、市多方协调推动下，双方合作
推动大同康养产业步入新阶段。

下一步，双方将致力把“大同助老”

和 398 康养中心打造成山西省和中国光
大康养服务标杆项目；在光大养老已经
进驻的 49 个城市和今后陆续扩展的城市
里，运用 398 智慧养老云平台和 398 贴心
保，在大同建设中国光大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和数据中心；建设大同御河生态康
养示范园，通过与光大银行、光大保险、
光大中青旅的协同发展机制，再造一个

北方“乌镇”，以此对接光大旅居养老资
源，打造京津冀养老养生后花园；建设景
区助老服务站，依托 398 智慧养老云平
台、398 贴心保和光大中青旅、光大保险
的有序协同，通过为景区老年游客提供
安全助游服务，线上链接、线下配送，构
建包括大同在内的山西土特产品直营通
道，实现“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大同助老：敲开智慧居家幸福养老门
本报记者 邸东芳

2019 年，我市开始建设全市统一管
理、综合开放的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平台，构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以

“满足高龄、空巢老年人生活基本需求，实
现高龄、空巢老年人照护基本覆盖”为目
标，致力形成一刻钟线上线下助老服务圈，
积极探索可推广、可复制、可持续的养老服
务新业态。

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专项
行动率先以平城区为试点，为 70 岁以上
老年人发放“大同市助老服务卡”，为 75
岁以上空巢、独居、生活困难老年人免费
配用 398 贴心保，今年，市政府又出台了
398 贴心保服务费第一、二年免费，第三、
四年减半收费等扶持政策。

据市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介绍，398 贴心保是一款智能
助老产品，可实时捕捉身体姿态数据，智

能跌倒判断精准率超过 98%，高龄老人
按键即可求助，报警后自动启动双向语
音通话、技术定位。贴心保可“一机多
用”，为老年人与外界建立连接提供了
有效手段，跌倒智能判断、自动报警、定
位 关 怀 、一 键 呼 入 、工 单 派 送 …… 满 足
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空巢老人养老服务
需求。

依托 398 贴心保智能化终端设备、
398 智慧养老云平台、拥有 70 个座席的呼
叫中心以及社区助老服务站、助老服务
员，大同助老为老年人搭建起线上、线下
无缝对接的服务圈。到今年 10 月底，共
发放助老服务卡 11690 张，持卡老年人达
到 83%；配用 398 贴心保的老年人有 7582
位，达到持卡老年人的 64.8%。

目前，大同助老“六助”服务已经落地。
助救：与 110、120 等救助机构联手完

善救助机制，已为 7 位老年人成功实施紧
急救助；

助购：发放助老服务卡，引入 34 个社
区商家参与服务，让老年人像年轻人一
样享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高品质
生活；

助医：与我市 7 家公立医院签订协
议，开设就医绿色通道，让老年人享受便
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助餐：推出洁净菜、放心粮，为老年人
把好健康饮食、抵御病毒的第一道关口；

助洁：与家政公司签约，为老年人提
供专业的家政服务；

助行：与 49 位出租车司机达成协议，
老年人通过“大同助老”预约，可享受点
对点接送服务。

据统计，今年 6月 1日到 10月 31日，大
同助老“六助”服务建单量达到55498份。

市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对
市内 10 个小区的 8693 户家庭进行专访
后发现，上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小区中，老
年住户占比高达 51.5%，上世纪 90 年代建
造的小区中，老年住户占比为 27.6%。绝
大多数老年人都希望在家里、在亲人身
边、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养老。但在对 655
位 75 岁以上老人走访中发现，除了 7%的
老年人会用手机打电话，几乎所有的老
年人无法获取智能服务。面对扫码、网
上下单、移动支付、自动存取款等繁杂的
智能化操作，他们已成为智能社会的“失
能者”。解决这一痛点，让老年人链接智
能时代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市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消除互联网时代的‘信息
鸿沟’，必须为老年人提供简单、易学、好
操作的智能终端设备，398 贴心保应运而
生。只需轻轻一按，即可启动语音通话，
老年人用起来非常方便。高龄、空巢老
年人想买东西用贴心保下单，如同在用
老年版‘美团’；用贴心保叫车，就和滴滴
打车一样方便。这就是我们想让老年人
融入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初衷。”

依托简单、易用的智能终端设备，加上
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云平台 24 小时
服务，老人们有什么需求，服务马上送到。

推行“互联网+医疗”服务，大同助老

与公立医院签订协议，开通老年人就医
绿色通道。现在，平城区 75 岁以上空巢、
独居老年人和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看
病，一按 398 贴心保就能享受优先挂号、
预约专家、定时看病、免费导诊等服务。

实现医养联通，便捷老年人就医，前
移 老 年 人 失 能 预 防 端 口 ，大 同 助 老 与
120 急救中心联手组织“大同助老救在
身边”服务，让老年人意外跌倒或突发
急病时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并已在
3 个 社 区 医 疗 卫 生 中 心 ，用 398 智 能 服
药 监 测 器 为 792 名 老 年 高 血 压 患 者 进
行管理干预，开了智能技术进行社区高
血压干预的先河。

90 岁的老人杨林（化名）感觉身体不
适，第一时间用 398 贴心保按键求助，很
快，市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调度中心
接通了电话，了解情况后立即呼叫120急救
车。与此同时，杨林预留的个人基础信息、
既往病史已经转接到救护人员手中：救护
药品准备到位、救护设施准备到位、救治措
施准备到位……120急救车风驰电掣赶往
定位地点，无障碍对接，患者被及时送到市
五医院。此时，绿色通道开启，院内医护人
员已经就位，一场针对患者慢阻肺引发心

衰、哮喘的救治马上展开，最终老人转危为
安。老人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一家人激动地
逢人便说：“助救服务真方便，太管用了！”

11 月 25 日 8 时许，家住魏都御苑的
王平（化名）老人的子女通过 398 贴心保
来电求救，称老人摔倒了，无法行动，急
需救护车。接报后，大同助老第一时间
拨打 120 并与急救工作人员说明老人情
况、所处位置、联系人电话，老人得到及
时救治。下午电话回访得知，老人是软
骨组织受损，因救治及时，没有产生别的

后果，一家人对大同助老服务特别满意。
如今，家住御东新区的张喜（化名）

老人已经习惯了用 398 贴心保买菜、买
粮，下单后，工作人员很快就会将生活物
品送上门。“用起来很简单、很方便，还送
货上门，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王玉（化名）老人也喜欢上了 398 贴
心保，主要用于助洁、家庭维修服务，一按
键，问题全部解决。前段时间，因家里厨
房下水道堵塞，助老服务专员接单后第一
时间上门为其疏通，老人连连称赞。

多方联动 构建社会化助老新格局

解决痛点 让老年人链接智能时代

贴心关爱 让老年人乐享便捷服务

借船出海 推动康养产业跨越发展

工作人员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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