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陈? ）11 月 18 日 ，“新时
代上海楼宇党建创新实践

基地”在静安区正式启用。
位于上海市中心 、商

务楼宇林立的静安区是最

早探索楼宇党建的地区之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静安区在全国率先开展

“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
实处”的创新实践，并在探
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

律的城市基层党建新路中

不断深化发展。 楼宇党建从
初始阶段的“让党员在楼里
找到组织、找到家”；到第二
阶段的 “党建+服务”，有
效提升“双覆盖”成效；再
到第三阶段迈入“党建+服
务+治理”新模式，静安区楼
宇党建经历了从建起来、转
起来到强起来的三部曲，实
现了塑形立魂、提质增效。

上海的楼宇党建在城

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从最初解决
“口袋党员”、“隐形党员”，
到党组织覆盖率持续扩

大，党建工作质量不断提升，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促进发展

的优势逐步被认可， 用生动
的创新实践有力地印证了

“党建强则发展强”。
二十多年来， 楼宇党

建发展的每一步无不展示

着上海的智慧和勇气，以
党建引领，政治为魂，服务
为先，文化为媒，凝人心、
聚资源、荟英才、促和谐，
构成了上海楼宇党建的多

彩画面和生动局面。
新时代上海楼宇党建

创新实践基地的启用，将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
化展示 20 多年来上海楼
宇党建发展脉络、 创新实
践和典型案例， 精心打造
集展览展示、参观考察、精
品课程三个体系， 进一步
发挥其展示交流的窗口、培
训实践的平台、 研究创新的
阵地作用， 助推上海楼宇党
建“继续探索、走在前头”。

基地启用的同时 ，上
海市党建研究会“两新”组
织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举

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宣
告正式成立。

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

上海打造“有温度”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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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人口老龄化

趋势的日益严峻， 大力培养养
老服务人才， 加快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 已成为养老服务
发展的重中之重。 无论是在一
线提供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

员， 还是立足社区为老年人答
疑解惑的养老顾问， 都是养老
服务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月 18 日下午，市民政局揭晓了
首批 50 名“金牌养老顾问”，同
时发布 “我为养老护理献一计
（技）”获奖作品。

养老顾问：
老年朋友的“贴心人”

虹口区凉城街道的王老先

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特别急的事

情。原来王老先生退休在家，一
直是老伴做饭， 但最近老伴脚
扭了，自己尝试做过一次，但实

在是手忙脚乱， 只能让老伴继
续做饭。 看到老伴一瘸一瘸地
去烧饭照顾自己， 特别不是滋
味，社区食堂离自己家也很远，
看到街道的“养老指南”说什么
要 80 周岁以上才能申请助餐，
感觉彻底没方向了， 便向街道
的养老顾问求助。

养老顾问马伟在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 第一时间和他取得
联系， 告知社区助餐在有特殊
情况时， 可以安排送餐上门作
为过渡； 同时街镇目前设立了
很多助餐点， 王老先生家附近
的第三市民驿站就是其中一

个，他可以填写申请表以后，前
往自行取餐， 这个是没有门槛
的。并且现在驿站内设有日托，
有简单的康复理疗， 可以前去
咨询了解， 这样阿姨中午可以
在那里吃饭， 晚上再安排助餐
上门。 王老先生听完说，“原来
社区现在的为老服务想得这么

周到了，真的谢谢了，现在就去
联系居委申请助餐”。

民政部门于 2018 年创新
推出“养老顾问”制度，由专人
面对面为市民提供政策咨询 、
资源链接、 个性化养老方案定
制等服务，提升民生服务质量。
此次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一届 “金
牌养老顾问”推选活动，全市共
2200 余名养老顾问参与，通过
2 个多月激烈角逐， 经过各区
推选、 综合评审等环节，50 名
“金牌养老顾问”脱颖而出。

养老护理员：
老年朋友的“守护者”

为鼓励养老从业人员在工

作中勤思考、勇创新、争卓越，
展现自己在护理过程中的新突

破、新想法，提升护理质量与效
率， 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了 “我为养老护

理献一计（技）”作品征集活动，
动员护理员发挥积极性、 主动
性、创造性，集思广益，积极探
索推动养老护理工作发展的新

思路和新举措。
由于肢体功能的退行性变

化， 高龄失能老人对各类辅具
的依赖度以及需要使用安全保

护带的概率不断增加， 轮椅老
人这一群体的数量也越发庞

大。 老人在使用传统保护带时
容易产生前倾、侧倾等情况，尤
其是一些认知症老人， 情绪的
波动使他们常常出现想要挣脱

保护带的情况。
此次 “我为养老护理献一

计（技）”获得第一名的正是来
自市第四社会福利院打造的一

款集压力传感、蓝牙传输、智能
报警、 中药安神于一体的新型安
全保护带———“安馨智护带 ”。

这对护理管理工作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不仅能有效预防护

理风险，降低人力消耗；还能监
测护理盲点，减轻护理压力；同
时能舒缓老人情绪， 营造舒适氛
围；并能强化风险管理，提升服
务质量。 此外，管理层还能通过智
慧养老平台的老人管理子系统

抓取护理安全大数据， 发现日
常服务和管理中的薄弱点，及时建
立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全面监
督风险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

据悉， 此次获奖作品主要
包括三大类： 一是关注为老年
人服务的，如床头量角器；二是
关注护理员本身的， 如关注护
理员的心理健康开展互动沟通

共情支持； 三是提高工作效果
的，如“五看一听”工作法在养
老护理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这
些作品既有实用性、创新性、技
术性，也体现出人文关怀。在养
老护理员们的心里， 服务不只
是完成一件事， 而是让老人更
好的生活、舒适的生活。

本报讯（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摄影 王陆杰）热疯了，
申城多地气温破历史纪录！

11 月 18 日，上海中心气
象台发布消息称，徐家汇站当
天最高气温冲上了 27.2℃，松
江站甚至达到了 29℃！气温的
偏高程度为 11 月中旬历史罕
见， 是 68 年以来同期最暖的
一天。

气象资料显示，徐家汇站
自 1873 年以来，11 月中旬的

历史极端最高气温是 28℃，
出现在 1952 年 11 月 11 日 ，
昨天的最高气温是历史同期

第二高。郊区站方面 ，除奉贤
以外 ， 全部破建站以来历史
同期最高纪录，奉贤站则与历
史极值持平。

随着冷空气推动雨带南下，
气温反转就要来了。受冷暖空
气交汇影响 ，昨天下半夜到
今天， 本市有一次降雨过程
并可能伴有雷电 。 今天中午

以后降雨有所减弱，预计夜间
冷空气开始影响申城，今天最
低气温 18℃，最高 23℃。

受冷空气影响 ，20 日白
天最高气温降至 17℃，21 日
早晨市区最低气温跌至 13℃
左右 ，郊区 11℃至 12℃。 刚
刚脱掉的厚衣服，又要准备穿
起来了。活跃的冷暖空气也将
带来多阴雨的天气 ，接下来
至少一周不是阴天就是雨水，
申城基本上无缘大晴天。

冷空气今夜将至 未来一周告别大晴天

申城昨创本世纪同期最热纪录

静安区启用
“新时代上海楼宇
党建创新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