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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床位紧张 还需尊重老人意见

“敬老换住宿”养老模式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徐玲
日前，杭州一家养老院入住了一批 90
后，他们每个月支付 300 元就能住上 30 平
方米的标间，低廉的住宿费包含一个条
件，每个月参加养老院里的助老志愿服
务，时间不少于 20 小时。
“敬老换住宿”的
养老新模式引发关注，浦东民政相关负责
人表示，如果条件具备，浦东也可进行相
应尝试。
这是杭州规模最大的一家养老院，住
着 600 多位老人，
床位有空余，
老人们也希
望有耳目一新的生活内容。养老院向全社
会的年轻人发出了“招募帖”，很快就得到
了响应。经过筛选和面试，
一批有爱心、
有
时间的年轻人成为老年人的
“小伙伴”
。
他们中，有的有一技之长，比如有一
位国画和书法老师，之前只教孩子，现在
多了十多位爷爷奶奶学员。利用休息时
间，他手把手教老人，从一笔一划、一花一
叶开始，不厌其烦。老人们也特别配合，

对老师布置的作业特别上心，每次上课，
师生之间充满了欢声笑语，时间也过得特
别快。有的年轻人不是专业老师，但也能
将自己熟悉的东西与老人分享。比如怎
么在手机上和家人聊天或者视频，老人难
以解决的技术难题在年轻人看来都不是
问题。
“小伙伴”的到来改变了老人们原有
的生活，他们陪老人散步、打桌球、看新
闻，一些年轻人表示，养老院不仅解决了
他们住所的问题，还让自己更了解了不在
身边的父母。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双赢”的养老模
式有助于为养老院注入青春活力，尤其是
这些年轻人每月要完成一定量的助老志
愿服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老人，改
变养老院相对沉闷的生活节奏。同时，这
也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的租房负担，老人的
人生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难得的精
神财富。
记者了解到，
“年轻人住进养老院”的
养老方式并不是首次出现，
几年前，
浦东也

进行过类似尝试，鼓励年轻人住进独居老
人家中，
以居家的方式照顾老人，
从而省却
住宿的费用。
“老人有空余的住房和被照顾
的需求，
年轻人以服务换取住所，
这本来是
件好事。但是居家模式的管理难度比较
大，
因为双方都渗透到了对方的生活中，
彼
此的干扰比较多，因此这项尝试未能深入
下去。相比而言，年轻人入住养老院更可
行，
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
我们也可以进行
新的探索。
”
浦东民政相关负责人说。
不过，这样的模式虽好，却也有瓶颈
存在。比如，一方面基于社会老龄化步伐
加快，养老院的床位势必紧张，这是“敬老
换住宿”的最大障碍，以浦东为例，公办养
老院床位还存在缺口，无法容纳年轻人入
住；另一方面，老年人的意愿问题，即便养
老院愿意在养老床位之外增加专供年轻
人入住的“公益床位”，也应该尊重院内老
人的意见。不管怎样，养老模式的创新需
要各方力量的推动，需要配套的制度跟
进，
以更好应对老龄化的社会难题。

陆家嘴软件园
举行拔河比赛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陆家嘴软件园
第 11 届拔河比赛日前举行，来自园区 23 家
企业的 44 支队伍参加比拼。
作为陆家嘴软件园一年一度的保留节
目，拔河比赛今年已是第十一个年头。从
2008 年的 7 家企业、10 支队伍、100 人参与，
到今年的 23 家企业、44 支队伍、近 400 人参
与，拔河比赛越来越受到园区白领的欢迎。
陆家嘴软件园党总支书记、陆家嘴软
件园工会联合会主席韩侠芬表示，陆家嘴
软件园入驻企业的员工以 80 后、90 后为
主，举行拔河比赛旨在为年轻白领营造休
闲健康的运动氛围、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

本市实施新版出租车非法客运处罚基准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倪
沈霆）昨天，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根据信访
投诉信息，重点布控并检查了一辆长期
存在议价、多收费等违法行为的出租汽
车。驾驶员将面临取消出租汽车从业资
格的处罚，经营者责任目前正在进一步
调查之中。若查证属实，该案将成为本
市第一起因未安装、联网和使用 GPS 等
车载定位智能系统被查处的出租汽车非
法客运案。
记者从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获悉，新
版《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出租汽车和
车辆非法客运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
（以
下简称《裁量基准》）已施行。如果市民
乘坐出租汽车被拒载、绕道多收费，只要
被执法部门查证有两次属实的，该驾驶
员将被吊证。
新版《裁量基准》主要加大了对巡游
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绕道多收费、计价
器作弊等行业顽疾以及对单位从事非法
客运活动的处罚力度，并首次明确将“安
装、联网和使用 GPS 等车载定位智能系
统”列入处罚标准。

以 拒 载 行 为 为 例 ，按 照 原《裁 量 基
准》规定，一经发现，驾驶员将被处以暂
停营业 15 天，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罚。若
一年内再次发生的，将被取消客运服务
的营运资格。而新版《裁量基准》则取消
了“一年内”的溯及期限限制。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业生涯中，只要被查证有拒载
行为两次的，即取消其客运服务的营运
资格，这意味着“黄牌警告带终身”。新
版《裁量基准》还规定，发生多收费两次
以上被查实的，不管金额多少，也将直接
被吊证。不再单独按照多收费的金额多
少来裁量处罚。
此外，此次《裁量基准》的修订还加
大了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将巡游出租汽车
交于无证人员驾驶的处罚力度。除对出
租汽车经营者将车辆交于无准营证的人
员驾驶未造成后果的，处 5000 元罚款；造
成计价器失准、损坏或者利用其他手段
舞弊的，除取消经营者的出租汽车经营
资格外，还增加了一个累计车辆总数的
比例限制，即累计达到其车辆总数的 20%
的，
亦将对出租汽车经营者予以吊证。

展示
“非遗”文化参与改造成果
南汇监狱举办“宪法宣传周”
开放日活动

软件园白领积极参加拔河比赛。

□徐网林 摄

上海推新一轮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政策
最高补贴 20 万元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近日，上海印
发《关于落实本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
行动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新政策补贴
力度、补贴范围进一步增大，将有力促进
小微、民营创业企业发展。
据了解，新一轮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政
策对特定群体、特定对象实施了精准扶
持。对毕业两年以内的上海市户籍高校
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新政策增加了
8000 元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同时，新政
策将创业场地房租补贴延伸到孵化阶段，
对于进入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孵化且
成功孵化的创业团队给予场地费补贴，最
高不超过 1 万元。另外，新政进一步放宽
了对象范围，将原青年大学生初创期社会
保险费补贴和初创期创业组织吸纳就业
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费补贴两项政策进行

拒载多收费等两次以上即吊证

整合，覆盖到了各类创业群体，还将相关
政策进一步覆盖到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海
外人才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人员
和留学归国人员。
新政策补贴力度进一步提高。对于
年度服务成效评估等级达到 A 级、B 级、
C 级的创业指导站，分别给予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的补贴，每档比原标准提高
5 万元。为缓解初创企业用工成本高的
难题，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险费补贴
从原来每户每年最高两万元，调整为根
据带动就业人数每月最多补贴 8 人，同时
将补贴标准统一为以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 60%作为基数计算的养老、医疗和
失业保险缴费额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的
50%。
对于初创期社会保险费补贴政策，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新创办的创业组织可
申请享受新政策，之前成立的，按照老政
策规定继续执行，但应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政策补贴申请。对于微型非商
事行为的自主创业经营场地房租补贴政
策，考虑到市场规范管理的要求，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停止该项政策的申请受理，
正在享受的，可继续享受补贴至 3 年期
满。
近年来，浦东新区一直大力扶持创
业。截至 11 月份，浦东 2018 年帮助成功
创业 2184 人，其中，大学生 1363 人。房租
补贴方面，市、区两级补贴总发放 953 户，
发放金额 970.15 万元。开办费（首次创业
补贴）共接受申请 187 户，发放金额 41.6
万元。社保费补贴方面，市、区两级共扶
持 1089 家企业，
金额达 2570.81 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王燕
正执法、
教育改造、
狱务公开”三个方面作
虹）昨天，南汇监狱举办“宪法宣传周”开
了执法情况通报。文艺汇演中，
服刑人员
放日活动，通过一台服刑人员自编自导
以诗歌朗诵、小品演出等方式，表达了认
自演的文艺汇演、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罪悔罪、
渴望新生的愿望。
习艺作品的展示，让社会深入了解监狱
文艺汇演节目中也不乏非遗项目：
在教育与矫治老、病、残服刑人员方面工
龙身蛇形太极拳、浦东派琵琶以及江南
作的成果。
丝竹。据悉，今年年初，南汇监狱制定了
当天，4 名执法监督员和 32 名服刑人
以“非遗进大墙”项目为代表的服刑人员
员家属受邀参加活动。在监狱习艺场， “七个一”主题教育活动，目前已有 800 余
部分服刑人员展示了浦东剪纸、上海绒
名服刑人员学习了非遗技艺。
绣、三林刺绣、棕榈叶编织等非遗技艺，
南汇监狱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他们创作的“东方明珠”
“龙”
“鲜花”等作
过 这 一 项 目 ，拓 展 文 化 改 造 的 教 化 作
品，
同时在现场展示。
用 ，服 刑 人 员 通 过 学 习 技 艺 来 修 习 身
文艺汇演前，监狱相关负责人从“公
心，积极参与改造。

沉迷于车辆改装

男子偷电动车配件被擒获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信员 丁昊
杰）近日，浦东公安分局沪东新村派出所
破获一起电动车配件盗窃案。
沪东新村派出所日前接报警，车主停
放在莱阳路的一辆电瓶车车轮、电瓶均被
盗。警方立即开展侦查工作，调阅案发地
附近监控探头，最终锁定了嫌疑人及其居
住的小区。但由于监控所拍摄的嫌疑人
体貌特征相对模糊，并且无法确认嫌疑人
具体居住的楼道，侦破工作遇到了瓶颈，
民警决定拿着嫌疑人照片至小区蹲点守
候。
没多久，一个与照片中有点相像的男

子经过民警身边，走进了 13 号门口。民
警立即对 13 号内的登记人员进行了细致
的排摸梳理，综合分析下来，朱某的嫌
疑最大。随即民警将再次下楼扔垃圾的
嫌疑人朱某抓获，并在其家中查获大量电
动车配件。
朱某交代，他沉迷车辆改装。当天，
他使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将停放在莱阳
路上的电瓶车电瓶及轮胎拆下后藏匿于
家中，
准备自己改装车辆。
警方提示：电动车车主要养成停车就
上锁、随手拔钥匙的习惯，尽可能将电动
车停放在监控覆盖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