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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单，取餐，送餐……看上去，在
广东省广州市工作的外卖小哥蒋峥每天
的工作并无特别之处。但在广州市越秀
区老人何婆婆的眼里，这位朴实热情的
送餐小伙子却像是一位最亲近的街坊，
平日里大事小情都可以找他帮忙。从外
卖小哥到邻里亲人，这一变化背后体现
着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养老”产业正在
逐步兴起。

送餐试点受称赞

从去年9月开始，网络订餐平台“饿了
么”在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街道展开试
点，推行针对老年人的订餐服务，为部分
无法到社区长者食堂用餐的老人送餐上
门。据统计，接受服务的老人平均年龄为
78.2岁，其中87.7%的老人行动不便。

在这一服务推广之初，25岁的蒋峥刚好入
职成为了一名外卖送餐员，便参与到了项目
中。据了解，其他的送餐服务平均用时约为28
分钟；而为老人们送餐，平均用时仅为 8 分
钟。普通的送餐服务，餐到了送餐员就会离
开，而为老人们送餐，送餐员在老人家中逗留
时间是其他送餐服务的 12.7 倍。以蒋峥为例，
他除了会风雨无阻地为老人们准时送午餐，还
会进门陪着独居老人唠唠嗑，为身体不适的老
人送上药品，偶尔碰到老人家中灯泡坏了，他
还会帮老人换上新的。

送餐的同时也送温暖，这就是老人们和送
餐员们感情越来越深的原因。从去年 9 月初至

今，此项订餐业务增长幅度为286%，越秀区建
设街“互联网+长者配餐服务”更是荣获了广
州街坊点赞榜十佳。

居家养老有帮手

在优质送餐服务的基础上，老人及其子女
们还普遍期待着更多的养老服务能够互联网
化，上门医疗、推拿护理等上门服务在老年人
中也有着很大需求。在今年7月，“饿了么”试
点推出了“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关注老年
用户的健康。

近日，在越秀区居住的张先生一家就体验

了一次该服务。张先生 70多岁的母亲刚
做完手术从医院回家，恰巧张先生有急
事要外出，无法照顾。于是，他在线下
单了居家照护服务，包含 15项基本生活
照护和7项专项生活照护等，服务4个小
时，花费 168元。张先生告诉笔者：“项
目中还包括心理沟通、术后陪护等，非
常专业。”

手机下单包括居家照护、住院陪
护、关节康复、偏瘫康复等多个项目在
内的上门服务，价格从 158 到 248 元不
等。这些服务由专业的第三方进驻企业
来提供。“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表示，过
去上门服务的是送餐员，今后则可能会
是心理专家、康复专家。

广阔市场待开发

已经有更多的企业瞄准了“互联网+居家
养老”的市场。

2017 年我国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 1000
万。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
到 4.87 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 34.9%。这意味
着，将近每 3个人中就有一个超过 60岁的老年
人。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环境下，市场投
入养老服务业无疑是一个新的尝试，为养老服
务新模式带来更加积极的探索。

虽然当前中国老年健康服务仍处于初始发展
阶段，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社
会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积极性正在逐步提高，在
未来，老年人将有更加多样而丰富的养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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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在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东郊社区居民
家里，工作人员用湖州智慧社区 APP为老人办理领取
养老金资格认证服务。 王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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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日电（记者贺勇）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
来，三地出现了哪些发展变化？如何去衡量和评价京津冀区域的发展变化？

8月2日，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联合开展
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课题研究成果正式发布。研究表明：自 2014 年以
来，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出现较大幅度提高，2017年比2013年上升36.29个
点，年均提高9.07个点，明显快于2010-2013年期间水平，反映出协同发展
战略对区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其中，共享发展指数最高且上升
态势最为明显，这也意味着“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得到深入贯彻
落实，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据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庞江倩介绍，京津冀区域发展指
数评价指标体系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
包括 5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和 48 个三级指标。以共享发展指数为
例，它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教育基础、脱贫攻坚等4个
二级指标，以及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高速公路里程密度、贫困发
生率等13个三级指标。

在使用该指标体系测算指数时，一是以2010年作为基期并设指数值为
100，然后通过时序变化，观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分领域
指标值和区域发展综合指标值的变动趋势。二是分别计算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5个分指数，然后合成为京津冀区域
发展总指数。

测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7年为
216.21，与2010年相比，年均提高16.6个点，在5个分指数中水平最高且上升
幅度最大，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教育基础、脱贫攻坚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京津冀发展指数稳步提升京津冀发展指数稳步提升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 4500 米，“吃菜难”长期困扰着当地群众。近年
来，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噶尔县建成集蔬菜林果种植、畜禽养殖及综合利用
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园区，每年供应周边地区40多种蔬菜瓜果。图为8月
1日，务工人员在产业园采摘西红柿。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阿里：生态农业促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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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玉米穗上长出了许多小叶，有影响
吗？”来自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的倪明庭在中
国农技推广 APP 上提出一条疑问，不到 1 分钟
便得到了农业技术人员的解答。在这个以农技
推广、新型职业农民在线培育和农业科教管理
为主要功能的手机应用平台上，每分钟约有 7
名农民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提问。借助手
机，农户与技术人员可以实时交流学习、经验
共享。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7 月，中国手机用
户总数已突破 15 亿。随着手机普及率的提升，
农村人口手机使用量上涨，智能手机也成为了
帮助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农具”。

智能设备科学管理

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分享
到信息科技带来的红利。

来自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的崔江
元种了十几年蔬菜大棚，从前他是铁锹、耙子
不离手，现在则成了“手机控”。大棚内的光照
强弱、温度高低、湿度大小，农作物施肥、灌
溉标准都通过手机APP实时监测和调节。“以前
都是自己施肥，施多或施少了，都会影响西红
柿的产量，现在这样更科学。”崔江元说。用上

了智能化设备，科学管理变得更简便，菜品的
产量高了，价格也更称心。安徽省马鞍山市当
涂县的虾蟹养殖户曹义林，通过手机终端掌握
水塘水质变化，保证虾蟹的存活。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首次通过手机
APP 软件进行远程精准灌溉农田，实现了农业
水利信息化、智能化。

“手机在农民手里不仅仅是生活资料，更是
一个生产资料，可以了解外边的世界、市场的
需求、新的技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诊断
动植物疫病病害，所以它是‘新农具’。”农业
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这样认为。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在农产品销售的过程中，智能手机也帮了
大忙。

时下正是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的香姜采挖
上市的时节。与往年不同是，一大批农民成为
电商创客，走进田间地头搞起了网络视频直
播，通过电商销售香姜已成为江永农产品营销
的新模式。“以前这些姜要几个月才能卖完，现
在通过电商一天就卖完了。”该村贫困户周人文
每年种植 2 亩香姜，往年要花上两三个月才能
卖完。今年用手机直播推销，从种植、施肥、

收获到发货的各个环节及时反馈给消费者，消
费者边看边买。不仅效率高，每斤价格还高出
了3元。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的种植户辛金明在农
产品交易平台“一亩田”APP 上经营了 297
天，线上交易额超过了 7 万元。以前，辛金明
种植的农产品需要通过批发商的中转才能卖到
消费者手上。“现在，有人在平台上看到我发的
动态，觉得货不错，就能交易了。交易多了，
大家熟了，加个微信，人家就固定在我这买。”
辛金明在该APP上已经结识10多个客户，和以
前相比，每月收入增加了2万多元。

手机将农民引入更广阔的市场。“以前只能
在周边地区卖，现在可以在网上把自己的东西
卖到全国各地。”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的农资经
销商李修立告诉笔者。互联网组织起小农户，
使农产品供销更经济、方便、高效。

目前，全国共有14个省市开展了农业电子
商务试点，探索鲜活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
休闲农业等电商模式，共有 428 个国家级贫困
县开展电商精准扶贫试点。截至2017年底，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已累计支持了 756 个
县，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了 1.25万亿元，农产
品电商正迈向3000亿元大关，带动就业人数超
过2800万人。

从8月1日开始，除常年封库禁渔区水域之外，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境内的溪流及千岛湖相应支流、入水口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季节性休渔，渔民
们开启了新一季的捕捞作业。图为淳安县汾口镇红星村的渔民乘着竹排，在千岛湖的支流武强溪上进行撒网捕捞作业。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水清鱼欢生态美水清鱼欢生态美

新华社巴黎8月1日电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近日在其网站发布安全提
示，提醒来法自驾游客注意安全防范，提高警惕，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及时
报警。安全提示说，近日多名中国游客反映在法国租车自驾游期间遭遇犯
罪团伙跟踪尾随，犯罪分子伺机用锋刃偷偷扎破轮胎，然后诱骗游客下车
查看，趁机抢走车上的箱包。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醒来法自驾游客加强安全防范意识，行车时遇
“好心人”提醒车况异常时提高警惕。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主任陆青江
7月 31日约见巴黎警察局主管外国游客安全的负责人，希望法警方进一步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在游客较多地区增设监控、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提
高破案率，加大对作案分子的打击力度。巴黎警察局相关负责人建议中国
游客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比如避免露富、谨慎选择酒店、被盗抢后及
时报警等。法国全国报警电话为 （0033） 17。

赴法自驾游注意安全防范

本报北京8月2日电（记者丁怡婷）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中国电子报社
2日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B2C家电
网购市场 （含移动终端） 规模达2641亿元，同比增长22%，是2013年上半
年的5倍。

根据报告，上半年空调、冰箱、洗衣机、小家电等大多数家电产品线
上增长超过 30%，高于全国零售平均增幅。一些新兴家电产品线上市场的
优势更加明显，例如，上半年吸尘器线上零售额已经是线下的2倍；扫地机
器人线上是线下的8倍。

消费升级继续，高端产品越来越受青睐。上半年，线上客单价在3000
元以上的家电产品零售额占比达到37%。从用户年龄段看，“80后”作为家
电网购的中坚，比例仍达40%。“00后”用户首次以接近5%的比例出现在家
电网购用户阵列，“90后”用户已经占到30%。

报告提到，农村家电网购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快速起步阶段，电商渠道
的下沉对家电销售拉动作用日益明显。但下沉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规范操
作，需要良性推动渠道下沉。

今年上半年
中国家电网购超2600亿元

一个别开生面的中国水墨画展8月1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中国文化中心
开幕，参展画作的作者大部分为零基础的斯里兰卡水墨画学员。图为女孩
萨拉展示自己的画作。 新华社记者 唐 璐摄

中国水墨画培训火爆科伦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