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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朵金花”互助养老 13 年
平均年龄八十六 个个行动自如不用扶

邀您共赴古书画之旅

专家将走进文博讲堂 解读清中期绘画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6 月 8 日是和平区新兴街道
“六朵金花”
养老互助组成立 13 周年的日子，
这天，
在新
兴南里社区居民张韵琴奶奶家，
“六朵金花”聚在一起，
像过节一样吃了一顿捞面，
以这种形式共同庆祝这个具
有重要意义的日子。社区居委会还为老人们准备了礼
物——外包装上写着
“爱从这里开始”
的夏凉被，
感谢老
人们为社区的付出。
张韵琴的家是新兴南里社区一处互助养老点。平日
里，
住在同一社区的其他五位老人都会按时到这里过
“集
体生活”：参加社区志愿活动，聊天、打扑克、共进午餐
等。到了周末，
儿女回家探望父母，
大家才在自家享天伦
本报讯（记者李 娜）记者从天津博
物馆了解到，经过一年多筹备，
“清代中
期绘画特展”
今年5月在天津博物馆五楼
书画厅正式与观众见面，
84位画家的160
余件绘画珍品再现了清代康熙末期至乾
隆、
嘉庆年间繁荣多彩的画坛风貌，
吸引
不少市民前去观展。近日，
天博
“文博讲
堂”
将邀专家开展清中期绘画赏析，
带您
共赴古书画之旅。
“文博讲堂”此次邀请了众多专家
前来讲座，包括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
中、曾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中出
镜的故宫古书画修复传承人徐建华、致
力书画研究工作三十余年的原天津文
博院院长李凯等。
讲座具体安排：6 月 23 日，杨丹霞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主讲《乾隆皇帝与
他的词臣画家》；6 月 30 日，李凯（天津
博物馆研究员）主讲《漫谈扬州画派的
人物画》；7 月 7 日，范景中（中国美术学
院教授）主讲《冬心画竹》；7 月 14 日，庞
鸥（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主讲《扬州八
怪》；7 月 21 日，万新华（南京博物院陈
列艺术研究所所长）主讲《清代扬州绘画风格变迁综
述》；7 月 28 日，徐建华（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
主讲《书画手卷的装裱与修复》。

天津加大客运出租市场监管

拒载绕路多收费，查处！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为净化天津市客运出租汽
车市场运营环境，市客运交通管理部门从 5 月起连续
开展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各类违规运营行
为。目前，全市共抽检各类车辆 3232 部，查实并处罚
248 起，其中非法运营 110 起、拒载绕路多收费等行为
137 起、处罚网约车平台 1 起。
近日，市客管办稽查执法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从
天津西站乘坐出租汽车到龙潭路，司机在运营中存在
绕道多收费现象。接投诉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
核查工作，先根据乘车发票找到某出租汽车公司驾驶
员，但经核实后发现司机相貌特征、运营时间均不符合
投诉人描述。工作人员之后又联系到西站国铁派出
所，最终经过调取监控，核实发现实际承运驾驶员为某
出租汽车公司吴某。原来，正是该名驾驶员利用拾取
的非本车票据，进行违规运营。经市客管部门最终核
查，其违规事实成立，依照《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
条例》依法依规做出 1000 元的行政处罚，对涉事司机
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涉事公司做出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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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乐。
对于大部分独居、空巢老人来说，家庭养老遇到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寂寞。为此，
和平区鼓励低龄老年人采
取自愿结合的方式，
开展家庭式互助养老。在这一背景
下，
2005 年 6 月 8 日，
担任新兴南里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
的张韵琴和国锦茹、
孙桂兰成立了天津首个社区养老互
助组，
签订了社区互助养老协议书。
张韵琴、
国锦茹、
孙桂兰都是独居老人，
子女工作忙
不能常伴身边，
三姐妹以张韵琴家为活动场所，
在思想、
生活等方面互相关心帮助。互助组成立 7 周年时，
增加
了一位新成员乔秀英；到 10 周年时又增加了一名成员

冯美娟，
至此有了
“六朵金花”
养老互助组。
分享快乐、分担忧愁、相互照顾——这是老人们成
立养老互助组的初衷，
也是互助养老的现实作用。如今
老人们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巡逻、
学习、
下棋、
朗诵、
唱歌……生活充实了，老人们不再寂寞，个个精神矍
铄。
“大姐孙桂兰今年 93 岁了，
二姐鲁云生 92 岁，
三姐国
锦茹88岁，
我
‘排行’
第四87岁，
五妹乔秀英80岁，
六妹冯
美娟 78 岁。
”
张韵琴说，
互助养老年龄不是问题。六位老
人虽然平均年龄已经 86 岁，
但每个人耳不聋眼不花，
行
动自如，
不用别人搀扶。老奶奶们希望
“六朵金花”
互助
养老模式能得以推广，
让更多老人从互助中受益。

和平再
“升级”
一家菜店
进一步完善社区便民服务圈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
通讯员付 昱）和平区民心
工程取得新进展，该区规模
最大的一家社区菜店日前
改造提升完成。这家菜店
位于桂林路与成都道交口，
建筑面积 400 余平方米，不
仅购物环境舒适，价格也比
较“亲民”。
据了解，今年和平区把
“全年改造提升 5 家便民菜
店”列入 20 项民心工程，完
善社区便民服务圈。目前，
三家菜店改造提升工作完
成，其余两家菜店预计年底
前完成提升改造工作。
左图 消费者在提升改
造后的菜店购物。
付殿贵 付 昱摄

读时报找到老同学 跨越半世纪续写同窗情

没有毕业照，
仨人53年后补合影
本报讯 （记者李 娜）
“终于又见面了！刘大哥，
金大姐，还认得出我吗？”6 月 12 日上午，77 岁的王世儒
从北辰区赶到南开区养老中心，与失去联系 53 年的老
同学——刘振铎、金淑兰夫妇见面。看到老两口来迎
他，王世儒紧走两步上前握住二人的手。
“如果不是在
时报上看到你们的名字，我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
王世儒说。
事情得从本报不久前的一篇报道说起。5 月 23 日，
时报以“只要不离不弃 蹒跚也可行万里”为题，对南开
区养老中心为 15 对耄耋夫妻举办钻石婚庆典活动进行
报道，
刘振铎、金淑兰夫妇便是其中的一对。
“如果只看
到
‘刘振铎’
三字，
我不会那么确定，
因为还有他爱人金
淑兰的名字，那就应该没错了，我确定他们是我的同
学。
”
看到关于老两口的报道后，
王世儒致电记者，
希望
能与这两位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所学校上学的老同学
见见面。王世儒说，
1965 年大学毕业后，
大家逐渐失去
了联系，
但是自己非常想念老同学。
记者联系上刘振铎夫妇后促成了这次跨越半世
纪的重聚。再次见面，
“ 同学”两字勾起三人太多回
忆。
“高中时，刘大哥是学习委员，常用胳膊夹着书，我
们管他叫‘教授’。金大姐是学生会主席，我们都信服
她。”王世儒说。
“对，那是他外号。我记得你那时特别
活泼，眼睛黑黑的，很精神。”金淑兰对王世儒印象深
刻。正说着，刘振铎从一本相册里取出一张黑白照片

气温 23℃~32℃

南风 3 级

本报讯 （记者庞津昆）为建立和完善
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天津市人社局 6 月
11 日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企业年金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参加天津市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
工（包括各类企业及其职工、
社会组织及其
专职工作人员、劳务派遣单位及其被派遣
劳动者、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等），可按照
《企业年金办法》相关规定自主建立企业年
金。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位，不得建
立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通知》提到，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转
企改制后，建立企业年金的，为使转制前
后退休人员养老待遇平稳衔接，可以在年
金方案中设置过渡期（原则上不超过 10
年），从单位缴费中划出部分资金，作为本
单位过渡期内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补偿
性缴费。劳务派遣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为
其派遣的劳动者参加由本市各企业年金
法人受托机构建立的人才年金集合计划。
有关负责人表示，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可以合理区分政府、单位和职工的养老责
任，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促进养老保险
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有多方面益
处，从国家层面看，搭建起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养老三大支柱的养老
保障体系，降低政府财政负担，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从职
工个人层面看，可以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除基本养老
保险外，
还有另一项收入来源，
解决退休前后收入落差，
较为
有效地保障员工退休收入水平，保障合理品质的退休生活。
从企业层面看，
有利于吸纳优秀人才、
留住骨干员工，
增强企
业凝聚力和竞争力，促进企业长期发展，更好地保护职工的
企业年金权益。

大直沽街开展集中拆违行动

铁路沿线环境更整洁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娜
通讯员徐 立）为了给铁路
沿线社区居民营造整洁有
序 安 全 的 生 活 环 境 ，连 日
来，河东区大直沽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依法履行执法程
序，对名家装饰城一侧广瑞
西路铁路沿线违章建筑开
展集中拆除行动。
津山铁路西起天津市
南仓站，东至秦皇岛市山海
关站，
全长 303 公里，
是重要
客货交通枢纽。此次拆除
的违章建筑紧贴津山铁路
线，搭建时间久远、历史遗

留问题较多。自今年 3 月份
以来，在河东区委、区政府
的支持下，大直沽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摸排建档、多方寻
找违章搭建人、梳理拆除工
作重点难点，
先后 40 余次动
员临时居住该处的外来务
工人员主动搬离，同时，执
法队员积极联系仓库，用于
帮助外来务工人员临时安
置 物 品 ，确 保 拆 违 顺 利 进
行。近日，大直沽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调离违建报刊亭 1
个，
拆除违章建筑 6 间（处），
总计 300 余平方米。

简 讯
拿给王世儒看：
“ 这是我们当年的结婚照。”
“ 认得认
得，你们结婚后，我还去过你们家呢。”王世儒边端详
照片边说。
翻看相册里一张张照片，三位老人感慨良多，唯
一的遗憾是没有一张同学合影。
“ 过去不像现在这么
方便，用手机说照就照，那会儿连个毕业照都没有。”
金淑兰解释。在记者的提议下，金淑兰、刘振铎、王世
儒在沙发上并排而坐，时隔 53 后，三位老同学拍下了
第一张合影。
上 图 刘 振 铎 、金 淑 兰 夫 妇 为 王 世 儒（右 一）展
示老照片。
本报记者 李 娜摄

“欢乐进社区”明日走进谊景村

节目敬老 粽香传情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桂 龙）端 午 节 即 将 到 来 之 际 ，
2018·第六届中老年文化节活动之一“文化助老 欢
乐进社区”第九场文艺展演，将于明天上午走进河
西区友谊路街谊景村社区，为周边居民送上精彩节
目和节日祝福。此次活动由《中老年时报》、天津市
老年基金会和天津中老年时报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承办。
谊景村社区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辖区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有畅园里、爽园里、丽园里、荷园里 4 个自
然小区、83 个楼门，居住着 1291 户居民。近年来，在社

天气预报：今晚至明日 晴转多云

天津积极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

第 4761 期

农历戊戌年五月初一

■加拿大和美国研究人员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 13 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我国将加快完善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
作，2020 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打好基础。
游钧介绍，
近年来，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
得了重大进展，
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城乡各类人员的全面
覆盖，
截至2017年底，
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达3.53亿人，
其中在职参保人数2.58亿人、
离退休
人员9454万人；
2017年基金总收入3.3万亿元，
总支出
2.9万亿元，
年末累计结余4.1万亿元。 （据新华社）

建企业年金制应对老龄化

ZHONGLAONIANSH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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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017年底达到3.53亿人

区党委的积极组织下，中老年居民成立起合唱团、舞蹈
队、模特队、花毽队、乒乓球队、电脑班、棋牌社、关爱协
会、志愿者协会等，居民日常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社区
感人故事层出不穷。谊景村曾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天津市魅力文明社区等荣誉。
本场“文化助老 欢乐进社区”文艺展演，将为居民
献上舞蹈、戏曲联唱、服饰表演和曲艺等节目。同时，
社区还将举办“端午抒发爱国情，粽香四溢满谊景”主
题助老活动，将志愿者制作的粽子送给社区孤老和居
家老人，为老人们提前送上节日问候。

●端午节期间，全市
49 个公交 IC 卡充值网点
（包括河北区辰纬路客服
中心、河西区体院北客服
中心）、9 个公众停车亭网

点营业时间调整为：端
午节 2018 年 6 月 18 日（星
期一）放假一天，6 月 19 日
（星期二）恢复正常营业。
（庞津昆）

时报时评

赠品也属商品 免费不能免责
段思平
据报道，现在买东西
送赠品已经是被商家广泛
应用的套路。记者调查发
现，
有一些商家用一些假冒
伪劣的小家电作为赠品，
而
且这些商家还言明：
赠品免
费，
不在
“三包”
范围内。
赠品有质量问题，赠
予的商家包括生产厂家不
必负任何责任，
这种说辞站
得住脚吗？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从市场角度而言，
赠
品被送出，
是建立在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前提之上，
没有
买卖就没有赠送，
因此商家
的销售行为与附赠行为不
可分割。从法律角度而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
布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
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奖
品、赠品等视同销售的商
品。商务部发布的《零售商
促销行为管理办法》也规
定：
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
不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
作为奖品、赠品。由此可
见，
赠品和商品一样，
都必
须品质可靠、
质量过关。
为此，有关监管部门
要加大对赠品的监督、检
查力度。对于商家拿“三
无”
产品作赠品的，
要依法
严处，不能让商家在赠品
上玩花样、
耍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