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全保障只为你回家的热切
2018年 2月 8日至22日（初一

至初四除外），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
分别在成都、乐山、德阳等9大城市，
共计42个高速路及热门景区路段，
设置“春节护航服务站”，200逾位查
勘员现场驻点，为过往车主提供道路
救援及线上线下理赔协助服务，同时
提供免费的能量补给、简单医疗、保
险咨询、道路指引等生活服务，打造
平安专属的“极速、极爽、极暖”服务
体验，助力每一位车主平安归家。

为应对春运期间驾车出行安全
问题，平安产险已连续第六年开展护
航行动。较过去五年不同，为助力缓
解春运道路压力，帮助驾车途中遇到
困难的车主获取最及时的援助，平安
产险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声》发起2018人民护航行动，首次打
破行业的服务间隔，无论是否为平安
车险客户，都可通过95511、平安好
车主app以及300余个线下平安护
航站点，获得平安的各项服务。

感动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风雪里，阳光下，发生了许多与

“平安”有关的故事，这份陪伴，暖进
心底。

2月2日，四川省甘孜州一片白
雪茫茫。一位从西藏返回成都的车
主，在途经康定折多山时，因道路湿
滑，和迎面而来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造成车辆无法行驶。接到报案后，平
安产险查勘员杨大佩立即出发上

山。大雪漫天，在经历了3个小时断
断续续的堵车和行驶终于抵达现
场。杨大佩马上对车主进行情绪安
抚，并立刻联系成都维修站，协助处
理交警程序。因车辆无法继续使用，
杨大佩帮忙联系了顺风车，最终将车
主安全送回成都。

2月11日，一对夫妇在归家途中
经过德阳南高速服务休息区，碰巧遇
到平安在此设立的护航站点，便前来
咨询，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护航点的
工作人员立即为其送上暖暖的奶茶，
并耐心解答了其提出的理赔问题。

半个小时的交流，短暂却充实，
虽然这对夫妇并不是平安的客户，但

平安人的热情、专业、诚恳，得到了他
们发自内心的赞许和肯定。

2月15日，曹先生驾驶车辆不慎
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对方车辆一人重
伤，平安医疗查勘员毛慧敏接到报案
后，立即赶往医院探望伤者，同时，积
极向公司协调医疗费用垫付问题，让
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2月17日，平安查勘人员晏庆回
家途中，发现张小姐的爱车因突然熄
火后无法打火停在路边等待救援，晏
庆主动停车为张小姐免费提供车辆
检查，并通过查勘车为客户搭电方
式，助力顺利让车主踏上归家的旅
途。

出门在外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哪
怕是一句不经意的问候，一个贴心的
动作，都能让人变得安稳踏实，而这
种踏实能让我们有了继续前行的安
全感。

用爱护航继续前行
据了解，春节期间，平安产险四

川分公司共为超过3024人提供护航
服务，护航案件处理量达804件，专
业、贴心、高效的护航服务获得社会
及广大车主的广泛好评。

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相关人士
介绍，公司今年还将继续大力提升客
户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平安科技优
势、创新理念、网点布局等特色，更好
的为四川的平安客户服务。

新的一年，平安的陪伴一直
都在！

平安产险春节护航
回家的路上与您温暖相伴

刚刚过去的春节，许多朋友都享
受到了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年味。
除了家人团聚的欢乐，我们也更应该
记住那些为了让我们团聚而在背后默
默付出的人们。

随着社会发展，每年春节自驾出
行回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趋势，这无
形也增加了春运的交通压力。作为一
家有责任感的企业——平安产险启动
了“一路平安·让爱回家”春节护航行
动，帮助每一位车主平安归家。今年，
已经是平安产险连续开展护航行动的
第六年。

从2月8日至2月22日，平安产险
四川分公司的春节护航行动圆满落下
帷幕，全川 9 大城市，42 个服务站点，
快处理赔804件，服务车主3000余人，
停车关爱 128 件，获客户点赞 3000 余
次。温暖相伴、让爱回家，平安产险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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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两会特别报道

据成都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发
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市户籍人口 1398 万

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95万
人，占总人口的21.41%。

将近300万人的银发族看病养老，
成了今年成都市两会代表热议的话
题。2月25日，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亚
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
事长办公室主任李庆向大会提交了一
份建议，“希望就像国内的儿科一样，在
成都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老年病科。”

案例>>>
楼上楼下来回跑
老年人看病吃不消
高敏德今年71岁,家住成都市

青羊区，身患骨质疏松、高血压、白
内障、冠心病等十几种老年病，每次
需要看好几个科室。由于家人不在
身边无法陪同，高大爷只能自己前
往医院，看完这个科室，再赶去另一
个科室就诊，经常错过叫号，耽误看
病。

“科室在不同区域、不同楼层，
这样跑上跑下的麻烦不说，身体也
吃不消。不知道到底是来看病，还
是来找罪受的。”高敏德抱怨道。由
于病情复杂，他一个月要来医院四
五次，而且病情时好时坏，使他长期
饱受病痛折磨。

据成都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
的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
市户籍人口1398万人，其中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2995万人，占总人
口的 21.41%。

“老年人看病，成为一个不容忽
视的民生问题。”李庆说，由于身体
机能逐渐退化，老年人更容易患
病。老年性痴呆、心脏病、脑血栓、
高血压、痛风及骨质疏松等各种各
样的疾病，在老年人群中屡见不
鲜。另一方面，老年病又具有特殊
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主要表现为：
多种疾病并存。公开数据显示，60
岁以上老年人近半数患有高血压、
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老年
医学已成为现代医学中必不可少的
前沿学科，我国的老年医学发展与
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乡村游
大草原火了

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雄壮的汉子骑着骏马奔驰；
一望无垠的绿草沿着山丘绵延至
远方；华美的蒙古包矗立在草原
之上……描述的正是尚腾新村腹
地的川南大草原。

“今天好不容易轮休，所以带
家人来玩一圈，感觉这里很有气
势。”从成都过来的陈先生带着妻
儿在川南大草原玩得不亦乐乎。
记者看到，游人们与鸽子亲密接
触；孩子和爸妈在亲子乐园嬉戏；
小伙伴们在滑草道上比赛；儿女
牵着父母的手在步道上漫步，一
副草原游人图跃然于纸上。

“来旅游的人非常多，春节假
期中我一天要拉十多趟往返。”池
强是一名观光车司机，主要负责
将游客从尚腾新村送到川南大草
原门口。

“随着包括川南大草原在内
的黄鹤湖旅游区创建工作推进，

‘农旅结合’的优势逐步发挥，助
推了乡村振兴，也带动了农民增
收。”永安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景区创建不仅带来游客和消
费，也带动了永安柠檬、葡萄、花
卉苗木三个特色产业基地的旅游
功能，实现年产值1.16亿元，带动
周边农户1610余户，村民实现人
均增收450元至800元。

致富经
游子归家搞餐饮
月收入超5万元

“老板，再来5份凉糕！”临近
中午，尚腾新村外的一家餐馆生
意非常好，“这里的凉糕、豆腐干
很地道。”来自外地的食客赵先生
向记者称赞道。随着尚腾新村和
川南大草原的逐渐“走红”，越来
越多的内江游子选择回到家乡打
拼，而这家餐馆的老板赵波就是
其中之一。

赵波之前一直与妻子在广
州打拼，虽然在发展得不错，但却
始终挂念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所以一直都有着回家乡发展的念
头。赵波告诉记者，随着尚腾新
村、黄鹤湖AAAA景区、川南大
草原建设不断加快，来永安玩耍
的游人越来越多，于是他终于决
定在永安做一番事业。

“我希望到这里来玩的游客
都可以吃到地道的内江美食。”现
在的赵波开了一家餐饮店和一家
酒店，一个月的收入超过5万元。

“我们要做成内江响当当的名店，
并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

脱贫路
家住景区旁

赚钱带孩两不误
“这是回锅肉、青椒肉丝，还

有炒包谷……”尚腾新村附近大
庄村2组的陈计正在家里吃午饭，
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看着这
愉快的一家子，你很难相信这还
是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们家
是因病致贫，预计今年脱贫。”陈
计说。

说起家里的“脱贫路”，陈计
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穿着的蓝色蒙
古民族服饰，“多亏了这片草原
啊！”陈计说，在去年之前，她和丈
夫都在广东打工，离家远不说，患
病的母亲和孩子都照料不到，这
样的困境一度让自己和丈夫非常
苦恼。然而自去年听说家乡变成
景区的消息后，夫妻二人就开始
盘算着回到家乡就业。

“现在我是景区里蒙古包的
服务员，丈夫是景区花草养护员，
我们两个工资一个月有5000元
左右。”陈计说在家门口工作不仅
方便而且花销少了很多，有更多
的时间照顾父母和孩子，每个月
还有4天自己安排的假期，“我对
这个工作很满意，对于今年脱贫，
我们全家都非常有信心！”

陈计不是个例，在永安镇还
有许多贫困户因为景区的发展而
走上了脱贫致富“快车道”。

“我们希望有一天，外出人员
都归来发展产业，将新村建设得
更加美好。”尚腾新村联合党支部
副书记李刚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摄影报道

成都市物流办主任杜进有：

成都今年
将再开3条国际航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 杜江茜 张想
玲 谢燃岸 李媛莉）今年，成都将大力推进天
府国际机场和国际空港新城建设，围绕打造
一流的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和内陆临空经
济门户的定位，加快构建以机场为核心的综
合交通体系。

对此，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物流办
主任杜进有告诉记者，打造内陆临空经济门
户，成都已有基础。“我们的国际航线和国际
班列，已经把运输通道打通了，但有没有货
来搭乘呢？”他说，这就是发展临空经济的原
因，“运输通道不能白开，不能只拉外地的
货，我们还要拉成都的货”。

去年，蓉欧快铁新开行成都至莫斯科、
布拉格等9条线路，国际班列全年共开行
1012列，货值46亿美元，位居全国中欧班列
第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4980
万人次，新开通成都至纽约、奥克兰等5条国
际定期直飞客运航线。今年，成都将如何继
续发力？

杜进有透露，今年成都将继续完善国际
通道建设，新增不少于3条国际（地区）定期
直飞航线。“今年1月，我们新开了成都直飞
圣彼得堡的客运航线，目前已梳理了8个目
标航点。”他说，虽然已梳理出目标航点，但
是否能开起来，还要根据市场需要、航权批
复等一系列因素。

根据规划，未来成都将着力构建“深耕
欧非、加密美澳、覆盖亚洲、突出东盟”的国
际航线网络，每年新开通3条以上国际（地
区）定期直飞航线，力争2022年国际（地区）
航线达到120条以上，其中定期直飞航线达
到65条以上。

除了航空，成都还将在国际班列上继续
发力。记者了解到，今年成都将持续拓展国
际班列，实现稳量开行。“今年主要是完善欧
洲的站点和网络体系，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和质量，以此提升国际班列的竞争力。”

在物流方面，杜进有透露，成都将根据
新的城市总规修编，推进物流集中发展区的
建设，结合中优规划，对新都物流中心进行
提升改造。

两会声音

成都市人大代表李庆建议：

在成都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老年病科

/同步播报

建议成都适时出台
“独生子女照料假”政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关注老
年人的养老，健康，光靠建设老年病科并不
能完全解决问题。

成都市人大代表方方表示，自从上世
纪70年代，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
策，产生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伴随而来
的，是这些家庭日益增长的养老压力，在父
母生病时，独生子女往往有些分身乏术。
为了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去年
起，不少地方纷纷出台了贴心政策。例如，
福建自2017年3月1日起实施每年独生子
女照顾父母假期不超过10天的规定，规定
独生子女的父母年满60周岁，患病住院治
疗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支持其子女进行护
理照料，并给予每年累计不超过10天的护
理时间，护理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湖
北2017年下半年实施了每年独生子女照
顾父母假期不超过10天的规定。广西自
2017年9月1日起实施每年独生子女照顾
父母假期不超过15天的规定。河南规定
每年累计照顾父母假期不超过20天。“建
议成都市适时出台独生子女照料假制度。”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临床
上，“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首先
要评估出一个老年病患以哪个
疾病为主。所以对老年病患的
综合评估至关重要，而这种综合
评估能力是普通专科医生所不
具备的。作为一个综合科室，老
年病科会根据疾病的复杂状态，
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提供综
合、全方位的诊疗策略。

“更为重要的是，应将老年
医院作为医院管理的一个新的
分类，加大政府投入，独立建院，
建立良好的医疗保障机制。”李
庆建议，政府和医学界应该像对
待儿科那样，把老年医疗机构建
设提到重要位置，在有条件的二
级以上医院设立老年病科，出台
老年医疗机构建设与发展总体
规划，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扶持政

建议>>>

在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设立老年病科

策。引导老年病专科医院和老年病科建设
与管理。“只有这样，老年人口的健康才会
有保障。”

另外，李庆发现，设立老年病科在国
外已经非常常见了。有资料表明，在福利
制度最好的北欧四国，许多年前就开始重
视老年人的医护服务。这些国家不仅投
入了相当数目的经费，还建立了完善的老
年人医护服务网络。比如在瑞典，早在
1983年就实行了新制定的《卫生与医疗
服务法案》，其目的在于保障全国人民具
有良好的健康状况。老年人在公立医院
或牙科医院治疗，享受免费待遇。而患慢
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护理的老人，可享受
家庭护理服务，由本地区医护人员负责，
国家发给家庭护理补助费。那些需要长
期住院治疗的老人，则可轻松住进医院的
老年科。在瑞典，绝大多数医院都设有老
年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摄影报道

“群峦起伏，蓝天高远；百鸟唱
和，碧野无边。车行绿荫下，人在
图画间。”在内江文人甘光地所作
的《尚腾新村赋》中，位于内江市市
中区永安镇的尚腾新村“宜业宜
商，宏图起；宜居宜旅，胜桃源”。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不仅是当地
村民心中的幸福家园，也是内江人
休闲娱乐的“后花园”。

2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来到这个美丽幸福的小
村落走访。

家乡变景区
尚腾新村人生活比城里还安逸

2月24日，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尚腾新村，小朋友在花海里奔跑。

“希望就像国内的儿科一样，在成都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老年病科。
更为重要的是，应将老年医院作为医院管理的一个新的分类，加大政府
投入，独立建院，建立良好的医疗保障机制。”

——成都市人大代表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