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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周建军

“电子保姆”让老人安心过年
本报库尔勒 2月8日讯 （记
者 尹桂芳 通讯员 刘婕 高朋）
子女不在家，老人需要帮助怎么
办？老人发病时按一下“一键
式”居家养老智能呼叫器，可以
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医疗救助。
2 月 4 日，记者来到库尔勒
市朝阳街道成功社区张晓临的
家里，今年 80 岁的张晓临和儿
子一起居住，考虑到平日里儿子
工作繁忙，张晓临尽量不给儿子
添麻烦。
“这下好了，有了这个呼
叫器，相当于请了个免费的保
姆，孩子可以安心工作了。”张晓
临高兴地说。

张晓临告诉记者，2 月 2 日，
库尔勒市朝阳街道成功社区工
作人员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工会
工作人员给他详细讲解了“一键
式”智能呼叫器的功能及使用方
法，并给他家免费安装了“一键
式”居家养老智能呼叫器（也称
之为
“电子保姆”
）。
记者在张晓临的卧室看到，
“电子保姆”就安装在卧室床头，
“一键式”智能呼叫器外观与普
通电话机类似，可替代老人家中
原有的电话机，除了有接、打电
话等普通电话机的一般功能，还
有“一键式”呼叫功能。与呼叫

电话配套的有一个小型可移动
遥控器，上面的红色
“急救”
键等
同于电话上的急救按钮，在室内
有效距离可实现无线遥控，老人
可随身携带。
库尔勒市朝阳街道成功社区
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开展
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落实政府为
老服务、
为民办实事工作，
促进老
年人的身体健康，库尔勒市卫生
局、
老龄办、
残联在库尔勒市政府
的领导下，在库尔勒市第一人民
医院建设“一键急救绿色通道系
统”项目，为特定老年人及特殊
群体在突发疾病时提供医疗救

援服务，同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
健康咨询。
该项目就是将家里的座机
电话免费更换成具有医疗救助
快捷键的专用电话型智能终端，
利用它进行疾病求助、健康咨
询。另外，当老人突发疾病或遇
到其他危险情况时，只需按动终
端上或者其附属配置的遥控器
的急救键，终端会自动将老人的
信息（包括姓名、年龄、住址、联
系人等）发送到库尔勒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内，由医生进行确
认后决定是否出车进行处理，如
需出车，医院在出车的同时会联

“梨城惠居 APP
APP”
”正式上线

巴州业余体校训练基地成立

天然气缴费、物业缴费、停车缴费功能已开通
本报库尔勒 2 月 8 日讯（记
者 纪晓贞） 2 月 1 日，记者从库
尔勒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了解到，由该公司主导的库尔
勒城市便民服务APP及小区物业
系统平台
“梨城惠居APP”
正式上
线，该 APP 包括购物商城、生活
缴费、在线支付、报事报修、社区
论坛、物业管理等功能。目前，
天然气缴费、物业缴费、停车缴
费功能已开通，
水电缴费、
平价便
民超市等功能将于春节后开通。

据了解，目前库尔勒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小
区物业 140 处，全市经营性停车
场 155 处 ，管 理 住 户 49233 户 。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为实现智慧
城市这一目标，库尔勒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其
下属子公司库尔勒惠居科技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围绕
智慧小区、智慧交通的建立，落
实“一网三+”便民项目（即互联
网+实体+民生消费+便民服

务），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智
慧社区带来的“便民”
“ 利民”和
“惠民”服务。
下载
“梨城惠居APP”
的用户
可实现 24 小时手机线上购买天
然气。目前，
该 APP 的天然气缴
费功能已覆盖库尔勒市 46 号小
区、辰兴二号小区、龙之源小区，
预计今年 3 月起覆盖库尔勒市所
有小区。用户使用该APP的停车
缴费功能，可实现停车费无感支
付，
该功能现已覆盖的停车场有：

汇嘉时代广场、金泰大厦、摩登
bobo 小区、康乐花园小区，后期
将陆续覆盖库尔勒市全部停车
场。下载
“梨城惠居APP”
的银联
用户可享受 4 小时内 1 元停车费
的优惠活动、实时查询车辆周边
停车场停车位情况及查看自身
车辆位置信息等功能。
此外，下载“梨城惠居 APP”
的用户还可随时缴纳物业费、实
时报事报修，会有专人 24 小时
内解决居民问题。

巴州甘肃商会帮 11 名贫困户收入翻番
本报库尔勒 2 月 8 日讯 （记
者 周海霞） 巴州甘肃商会举全
商会之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商
会帮扶的 11 户贫困户人均年收
入 由 2000 元 增 加 到 2018 年 的
4000 元以上，达到脱贫标准。
这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巴

州甘肃商会迎新春联谊会上获
悉的。
在新春联谊会上，
“红色收藏
家”陈伯寿向巴州甘肃商会赠送
了书籍《红色基因传承人陈伯寿》。
巴州统战部副部长、巴州工
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唐一平

说，商会一定要坚持政治建会，
不断加强对会员企业的政治思
想引导，大力引导广大会员把党
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信任和支持
转化为进一步做强做优会员企
业的强大动力，把“个人梦、企业
梦、家乡梦”融入到“国家梦、民

系老人的亲属或其他联系人。
此外，老 人 有 医 疗 服 务 或
健康咨询需求时，直接按动电
话上的一个键，呼叫信息就连
接到医院或医疗服务中心，可
以与医务人员进行对话，咨询相
关问题。
据了解，
该项目目前处于试
点阶段，只能为库尔勒市
“空巢”
老人、
独居老人、
高龄老人和部分
困难老人、
残疾人提供服务。符
合条件的安装人群在自愿的前提
下，
由相关部门发放入网登记表，
签署安装协议，
由政府部门统一组
织安装（其他按键功能尚未开通）。

族梦”之中，早日实现转型升级，
不断开创自治州民营经济发展
新局面。各位民营企业家要深
入学习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巴州
甘肃商会要做好服务会员企业
工作。

本报库尔勒 2 月 8 日讯
（记者 赵爽） 2 月 2 日，巴州业
余体校训练基地在库尔勒经
济技术开发区康健体育馆正
式揭牌成立。
康健体育馆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
内设篮球场、
羽毛球场、
器械健身区、体育舞蹈室等。
巴州 业 余 体 校 训 练 基 地
揭 牌 成 立 ，标 志 着 巴 州 业 余
体校迈出了校企结合管理模
式 的 第 一 步 ，巴 州 康 健 体 育
健身有限公司将承担体校各
运 动 队 的 训 练 、学习、食宿等
工作，为青少年提供更大的训
练空间，促进巴州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
巴州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
局长黄亚飞表示，
希望巴州康健
体育健身有限公司处理好自身
经营和与巴州业余体校训练基
地的关系，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打通后备人才培
养渠道，让更多有天赋的苗子
运动员得到专业指导和训练，
筑牢我州竞技体育人才基石。

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坚定坚决与
“三股势力”
“两面人”作斗争
□尉犁县司法局副局长 吐尼沙·买买提

我出生在尉犁县，工作在尉
对分裂，
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两面事”
，
坚决旗帜鲜明地与
“三
犁县，亲眼目睹了尉犁点点滴滴
敢于发出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之
股势力”
和
“两面人”
作殊死斗争，
的变化。这些年，
在尉犁县党委、
声、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之声和
做终身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尉犁
坚决与“三股势力”
“两面人”
“两
的表率、
实践者、
宣传者。我们要
县的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人民生
面派”
作斗争的正义之声。
从这些案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以
活水平显著提高，县域面貌焕然
身边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
身作则，
率先垂范，
对反分裂斗争
一新，
城市高楼林立，
各种娱乐设
让我感触很深。通过学习，我深
中当
“两面派”
、
做
“两面人”
的，
无
施齐全，各乡镇美丽乡村建设已
刻认识到“两面人”丧失理想信
论是谁，涉及到谁，一寸不让，一
经完成。各族群众在希望广场载
念，党性严重缺失，对党不忠诚，
查到底，
严肃查处，
决不姑息。
歌载舞，
欢聚一堂，
共同享受着幸
在反分裂斗争中严重违反政治纪
我是一名政法干警，信仰共
福和谐的生活。
律，涉嫌违法犯罪，性质十分恶
产主义，
不信仰宗教，
我不是穆斯
但是，
近几年来，
“三股势力”
劣，对党和国家危害极大。我决
林。我在一个党员家庭中长大，
制造恐怖事件，肆意破坏我们来
心以“两面人”为镜鉴，牢固树立
从小就和邻居家的汉族小朋友一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成为我们社 “四个意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
起玩耍、
一起学习，
看到的是各民
会的公敌。吾布力喀斯木·买吐
治规矩，
始终牢记政治责任，
站稳
族平等互助，
邻里不分你我，
吃的
送同志用质朴而铿锵的话语，道
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不当
用的相互赠送，遇到困难相互帮
出了全疆各族人民珍视团结、反 “两面人”、不说“两面话”、不做
助。我一直认为大家都是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一员。我的父亲是一
名共产党员，他的言传身教让我
认识了党、
亲近了党，
再到后来加
入了党。在良好的环境中，我逐
渐成长，
高中毕业上了大学，
大学
毕业参加了工作，
在党的培养下，
我走上了领导岗位。我要认真向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学习，
做一名政治立场坚定的合格党员
干部，
不辜负党的信任。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领导干
部，
我向党和人民庄重承诺：
我同
我的家人坚决与宗教划清界线、
坚决远离宗教、坚决不参加宗教
活动，坚决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
向，坚决不当“两面人”，不做“两

面事”，不说“两面话”，发挥好领
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努力工
作积极服务人民，为尉犁县经济
社会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尉
犁县各族人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
美好。我要积极引导广大少数民
族干部主动发声亮剑，做维护民
族团结的宣传员和排头兵，主动
站出来揭发“两面人”，主动投身
于反分裂斗争。
我呼吁政法系统的同事们，
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反分裂斗争
中作表率、
带好头，
坚决与那些企
图破坏我们美好幸福生活的暴恐
分子作斗争，
不给其任何机会,坚
决同非法宗教活动和
“两面人”
作
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