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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直通车

对于老年人来说，互联网就一
定是“洪水猛兽”吗？事实也并非
如此。

某短视频平台上，75岁的老人
杨北海西装革履、举止优雅，以独
特的视频内容和风格吸引了1400
多万名粉丝的关注。

由4位平均年龄超过67岁的
成员组成的“时尚奶奶”也在短视
频平台上走红，在她们发布的150
余条短视频里，点赞量最高的达到
了70余万次。

……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
月，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0 年 3 月 的 16.9% 提 升 至
22.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高龄人
群渗透。同时，60岁及以上网民
群体人均手机 App 数量已达到
44个。

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如何帮
助老年人越过“数字鸿沟”，避免其
遭受网络诈骗侵害，已成为迫在眉
睫的问题。

党俊武建议，智能设备、应用
设计与研发，都应该考虑到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的需求，视情推出“老

年版”“易用版”，降低老年人的使
用难度。同时，应健全老年协会等
基层老年组织建设，让独居老人、
留守老人等群体在面临困惑、遇到
困难时“求助有门”。

“网络平台要加强对内容的
审查与筛选，严格落实用户的实
名制认证和管理，不让平台成为
不法分子的诈骗工具。”卢明生建
议，在加强对网络平台监管的同
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对老年人
网络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让
老年人在使用网络产品时，了解
其背后的风险，懂得如何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权益。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
邦华表示，下一步，民政部也将加
强培训指导，鼓励村（居）委会社
区工作者、志愿者、养老机构工
作人员、家属等，帮助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信息平台等新技
术，克服“不会用、不敢用”智能
技术的困难。

“各地民政部门将继续保留
人工服务等面对面服务方式，确保
老年人即使无法使用智能设备，也
能办理相关业务。”李邦华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谢崇政的车牌号码：琼A3561X
的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11月4日上

午10：30在屯昌县财政局八楼会

议室按现状公开拍卖：建筑河砂约

1976.8m3，参考价：37万元，竞买

保证金：37万元；标的展示地点：

屯昌县屯城镇环东二路与兴业路

交叉口东南处；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2020年11月3日16：00前（以竞

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地址：海口市

华海路15-3号经贸大厦九层；电

话：（0898）65308910、67818921。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伍翔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B9

栋2009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程

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NO:

0000244，金额：7081元），现声明

作废。

●欧志荣不慎遗失海南雅海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A0901区一

组团洋房2号楼1201号房购房收

据，编号雅海旅 0001039，金额

376440万元房款收据一张，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智森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

务专用章因磨损，现声明作废。

●陈王威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南大门三楼1号协议书一份

及铺面保证金单一份，保证金单金

额为人民币18万元，特此声明作

废。

典 当

遗 失

拍 卖

海口市海府路一楼临街熟铺
16800元/平起，18976307568。

商铺出售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供 求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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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扫码查阅广告

伊泰天骄住宅小区（三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
步区，项目于2017年9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消防控
制室布局、地下停车位数量由533个调整为524个。为广泛征求相关
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
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伊泰天骄住宅小区（三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4028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晨晖·玺樾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晨晖·玺樾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南侧。项目于2017年9月通过规
划许可，批建内容为8栋地上18-20层，地下2层办公、商业、酒店式
公寓。现建设单位申请对总平面园林细节及架空层予以调整。经审
查，变更方案不涉及规划指标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0月
26日至11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6日

海资规〔2020〕14023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宁江花园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

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泽华实业有限公司宁江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青年路，该项
目于2012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设计方案增设太阳能热
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于2020年9月11日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
系统设计方案审查合格书》（泓审2020字004号）核定，可补偿太阳能
面积525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6日

海资规〔2020〕13993号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代龙坡
高效养殖小区项目环评公示信息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代龙坡高效养殖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意见。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
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东方市八所镇感
恩北路42-3号。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
边长5km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三、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
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邮
箱：553774457@qq.com；地址：东方市八所镇感恩北路42-3号；电
话：15091988857。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10.20~11.2。

2021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

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36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20年10月10日-31日每天

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 http://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3.考试时间：2020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

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解除协议通知书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针对2013年10月10日我方和贵司就“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项目”所签订的《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项目
协议书》，该项目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属于“租赁合同”关系。由于贵司长期
拖欠该项目施工方的工程款，导致施工方组织多名工人多次到我方处索
要工程款，给我方园区管理和园区窗口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再加
之贵司长期失联，该协议书应当予以解除，主管部门已责成我方向贵司追
回代支付的相关款项。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
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规
定，该项目协议书属于“不定期租赁合同”，由于贵司在展示交易中心没
有存放、展示相关商品，我方特从即日起解除和贵司就“海口综合保税
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项目”所签订的《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项目协议书》，从解除日起，前述协议书的协议内容不再执
行，贵司不得再在该展示交易中心存放、展示相关商品或从事其他活
动。针对协议解除后“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项目”的
装修装饰残值问题，我方将依法提请司法鉴定，并根据司法鉴定对装修
装饰残值所确定的数额和我方已支付的相关款项进行等额抵销，多退
少补，如我方存在超付的部分，我方将依法继续向贵司追索。特此通知。

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不会用、不敢用、易受骗……

谁来帮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

“十一”黄金周期间，一张无锡
火车站设置无健康码通道的照片获
得海量网友点赞。照片中的指示牌
提示：“无健康码由此进入”，并列出
了“老人机、手机没电、无微信、不会
操作、无手机”等多种适用情况。

评论区有网友评论：“一座城市
的温度体现在，它是如何对待那些
被遗忘的少数人。”

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群体往往
会成为“被遗忘的少数人”。第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到9.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

达67%，但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
为10.3%。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到2019年底，我国60周岁及
以 上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比 例 约 为
18.1%。据此测算，仍有上亿老年
人没能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
老人秦红花今年78岁，尽管这两年
在家人的劝说下换了智能手机，但
对于老人来说，这台功能繁多的“智
能机”却和之前的“老人机”没什么
区别。

“年纪大了，学东西慢，到现在

也就学会了接打视频电话，其他功
能基本都没用过。”老人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到公共场合，都得在工作
人员帮助下才能出示健康码，网上
挂号、交水电费之类的“复杂操作”，
没人帮忙时就只能“干着急”。

“面对智能设备，不少老年人主
观上存在‘学习恐惧’，对智能设备
和新技术的接受、学习能力也比较
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俊武表示，当下各种智能设备和
应用在设计、研发时也很少考虑到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给他们
接受新事物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上亿老年人还未“触网”

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位六旬
女士因迷恋短视频中的“假明星”
而离家出走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据新闻描述，该女士今年年初
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开始接触短视
频，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顶
着明星头像的账号后便沉迷其中，
甚至因故离家出走，家人无奈之下
只好向警方求助。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仿冒视
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都有存
在，这类视频多采用“视频画面+
后期配音”的手段，以花言巧语蒙
骗不明真相的中老年人，并骗取其
财物。

与此同时，各种以“震惊”“快
转发”等耸人听闻词语为标题的不
良信息也盯上了老年人群体。老
年人往往因为接收信息渠道有限、
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成了这些不良
信息的传播者，甚至迷失自我。

腾讯110平台发布的一份调查
报告显示，仅2019年上半年，腾讯
110平台就受理45岁以上中老年
人被骗举报2万余次，其中97%受
骗的中老年人有产生资金损失，损
失金额超过万元的占7%。

同时调查报告，中老年人生活
中常遇到的六大诈骗类型为交易
诈骗、返利诈骗、交友诈骗、兼职诈
骗、仿冒诈骗以及金融信用诈骗，
其中交易诈骗、返利诈骗、交友诈
骗合计占比超过60%。

“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
辨析能力以及维权能力都相对较
弱，往往会成为不法分子的‘首选
目标’。”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
务中心主任卢明生认为，部分网
络平台片面追求流量，没有承担
起信息审核的责任，放任虚假不
良信息传播。同时，相关监管部
门对涉老网络诈骗的监管力度也
有待提升。

网络诈骗风险不容忽视

让老年人乐享数字新生活

扫码支付、乘坐网约车、出示健康码……当今社会，手机等智能设备似乎
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面对生活方式巨大变化所带来的“数字鸿沟”，老年人群体面对智能设备
“不会用”“不敢用”“易受骗”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解决？重阳节来临之际，记者就此展
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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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热议智慧养老：

前景广阔但更需人文温度
智慧远程看护系统、感知摄食行为可穿戴设

备、老年人智能餐具……智慧养老产品和应用日
新月异，不断突破想象。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智
慧养老前景广阔，未来发展应注重以人为本。

智慧养老是老龄产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国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把技术创
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
撑，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提
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
技支撑力度，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和应用。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
吴玉韶说，智慧养老突破了传统养老服务进社区
和入户难题，能够有效整合资源、缓解人力短缺、
提高服务质量，在老年人居家照护、安全保护、健
康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智慧养老服务在当前也存在一些痛点：
信息平台有平台没服务，有线上没线下，有系统没
整合；智慧产品缺乏体验性、不够智慧，不能形成
有效数据，缺乏平台支撑……

吴玉韶认为，养老服务的基本形式是人对人
带有情感的近身服务，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太可能
替代情感和近身服务，因此，发展智慧养老仍要提
倡以人为本，要防止“智慧不养老，养老不智慧”。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田晓航）

10月25日，志愿者在岩坑村为老人王如良
（左二）和唐叶春拍摄合照。

当日是重阳节，浙江宁波奉化区的志愿者来
到溪口镇岩坑村，为村里老人演唱戏曲，并免费
提供理发、拍照、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重阳敬老服务进山村

新华社发

10月25日，社区老人罗家瑛（前）在运动会
上参加“投沙包”比赛。

当日是重阳节，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
金晖远洋社区举办“金秋十月 欢度重阳”社区居
民运动会。本次运动会设有“托球跑”、“趣味保龄
球”、“夹玻璃球”、“投沙包”、“踢球入洞”等适合老
年人参与的项目。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趣味体育活动庆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