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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今年天猫双 11，
和大家一起关注 1 亿空巢老人
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多给老人一
点支持，给爱一把黄扶手。”天猫
家装家居行业总经理萧勇在发
布会现场说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
1.9 亿人。 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
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空
巢老人人数已突破 1 亿，90%左
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数据， 跌倒是中国 65 岁以上老
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平均
每 10 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中就
有三至四人发生过跌倒，而一半
以上跌倒都发生在家里， 浴室、
厕所、起身或者下蹲是最常见的
场景。

比起事后帮助和照护，防患
于未然更重要，居家环境的适老
化改造很紧迫。

在天猫家装适老产业小二

刘潇的记忆里， 奶奶从不坐沙
发，只坐硬邦邦的藤椅，上面垫
着一圈圈破衣服。 后来他才发
现，不是奶奶不喜欢，而是奶奶
无法从深陷的沙发中起身。

需要扶手的不仅仅是刘潇
的奶奶。今年天猫家装成立了适
老产业部门，双 11 期间，天猫与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联
合发起“黄扶手计划”，联动 20
家品牌，向社会送出五万个适老
扶手，免费上门安装，帮助老年
人群更好地居家养老。 据悉，五
万个黄扶手将在双 11 期间分批
上架， 消费者在淘宝 App 搜索
“黄扶手计划”即可领取。

天猫家装适老产业负责人
吴梅玲告诉记者，“这次黄扶手
活动是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人
人家里都有老人，每个家庭都有
需要。 ”

“今天，在‘双 11’这个颇受
关注的时间节点，用一把‘黄扶
手’ 让更多目光聚焦老年人群，
关注适老化改造，是落实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背景
下的一项特别有意义的活动。 ”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
秘书长张劲松说。

“这是一件小事，却是一件
重要的事。 ”萧勇说道，“双 11 不
只是商业探索，也在关注更多重
要的社会问题。 ”

据萧勇介绍，目前国内的适
老产业处于相对初级阶段，供给

碎片化，消费者认知匮乏，缺乏
产品与服务标准，老年用品品类
不及中重度老龄化社会国家的
十分之一。 同时，许多家装家居
用品不适合中老年人，产品质量
不佳，售后也不够完善。 基于以
上考量，天猫家装家居今年创建
了适老产业部门，在适老家具和
适老卫浴两个核心类目，探索适
合中国老人居住环境的改造新
可能。

“希望黄扶手计划这一抹亮
眼的黄色，可以成为全社会关注
适老化的标识，成为大家认识到
老龄社会难题的一个切入点。 ”
萧勇说。

据介绍，目前阿里旗下十余
款 APP 已经完成适老化改造，
服务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融入
数字生活。 比如，高德上线助老
打车功能、建设助老打车暖心车
站、 发放助老就医出行补贴，服
务助老打车 1100 万次， 服务里
程累计 7000 万公里。与此同时，
阿里达摩院开发出全国首个阿
尔茨海默病 AI 筛查小程序，十
分钟就可以完成免费测试。

老应有所扶， 老要有所依。
2022 天猫双 11 发布会上，阿里
巴巴国内数字商业板块总裁戴
珊介绍说， 今年天猫双 11 将多
做一点，呈现更多的暖意、善意
和绿意，而“黄扶手计划”正是天
猫双 11 希望呈现的商业之上的
善意。 （皮磊）

关注空巢老人

天猫联合多方发起“黄扶手计划”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四川省在强化消费帮扶上持续
用力，坚持把用好“天府乡村”
（原“四川扶贫”）公益品牌作为
深化消费帮扶的重要载体，着
力推动“四川扶贫”向“天府乡
村”公益品牌提档升级，助力脱
贫地区产品销售。

截至目前， 全省申报使用
公益品牌的市场主体 3292 家、
产品 7725 个，产品类别涵盖农
副及加工产品、中药材、手工艺
品、 果蔬饮料酒水等 17 大类，
市场主体覆盖家庭农场、 农业
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以
及生产加工、 商贸流通等多种
类型。 自 2018 年年底公益品牌
创建以来， 累计带动脱贫地区
产品销售超 650 亿元，其中，今
年已带动销售 142.58 亿元。

创新思路，升级公益品牌

四川省委、 省政府精心谋
划、高位推动，2018 年创建“四
川扶贫”公益品牌，相应集体商
标图形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
保护， 凡是来自四川省脱贫地
区的产品均可免费申报使用，
并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出
台支持政策， 探索出一条公益
品牌带动产品销售、 助力群众
增收的新路径，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12 月，公益品牌累计带
动当地产品销售 310 余亿元。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四
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四川扶
贫”更名为“天府乡村”公益品
牌，继续实施消费帮扶，用好公

益品牌， 推动线上线下市场主
体与脱贫地区建立稳定产销关
系。 2022 年 5 月，“天府乡村”公
益品牌文字及图形商标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注册成功， 对于公
益品牌如何提档升级、 管好用
好，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进
行了专题研究部署。

聚集合力，共建共推共管

“天府乡村”公益品牌实行
各级乡村振兴、经济和信息化、
财政、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
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林
草、 供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管
理机制， 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对
“天府乡村”公益品牌的建设推
广负有主体责任， 并积极支持
公益品牌的建设使用、 运营维
护、宣传推广、专题推介等。

“天府乡村”公益品牌标识
的使用遵循免费使用原则，实
行属地管理、网络申报、逐级审
核、 公示公开、 备案授权的制
度， 强化公益品牌产品质量和
联农带农益农成效， 严格用标
资格的审核， 加强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和定期抽检， 建立奖惩
退出机制， 维护提升公益品牌
声誉。

政策扶持，增强发展动力

四川相关部门出台“天府乡
村” 公益品牌相关接续支持政
策，把做强“天府乡村”公益品牌
作为消费帮扶重点工作任务，将
“天府乡村” 公益品牌建设推广
工作纳入地方考核内容，优先推
荐“天府乡村”公益品牌产品入
驻“832”平台，支持“天府乡村”

公益品牌产品参加四川省“惠民
购物全川行动”“川贷全国行”

“万企出国门”等系列活动，倡导
各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采购

“天府乡村”公益品牌产品，每年
举办“天府乡村”公益品牌产品
展销推介活动。

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

引导各类销售网点和电子
商务企业支持“天府乡村”公益
品牌销售，在京东“政采云”等
线上销售平台开设公益品牌专
馆，搭建了“天府乡村公益品牌
网”“四川消费帮扶网” 两个省
级消费帮扶线上服务平台，在
广东建成四川综合馆、凉山馆、
甘孜馆，长期展示展销“天府乡
村”公益品牌产品，推动公益品
牌产品进市场、商超、车站、高
速公路服务区等， 有效拓展产
品销售渠道。

宣传推广，营造帮扶氛围

四川省各级各部门倡导引
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坚持市
场联动和省内省外联动， 积极
营造消费帮扶氛围， 持续宣传
推广，提升公益品牌知晓度、认
可度。 举办“首届川渝乡村产品
展示展销周暨四川乡村产品公
益品牌年货大集”“四川省知识
产权助力乡村振兴培训” 等活
动，助力“天府乡村”公益品牌
推广使用。 深化东西部协作，浙
川联合举办“四川农副优特产
品进浙江机关”“‘青农羌市’公
益助农”等消费帮扶活动，助力
四川脱贫地区产品销售。

（据《人民日报》）

四川升级“天府乡村”公益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10 月 27 日，广州市美赞臣
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美赞臣
基金会”）联合四川省科技扶贫
基金会开展的“温暖山区·困境
老人” 营养品捐赠项目在四川
康定市姑咱镇举行。 美赞臣基
金会向甘孜州、阿坝州等 10 余
个地市州捐赠 12210 罐美赞臣
致沛铂金版成人高钙奶粉，为
西南地区困境老人提供营养支
持和改善，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关爱山区困境老人是巩固
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一环，更
是当前健康振兴工作的重点。
据介绍，“温暖山区·困境老人”
营养品捐赠项目旨在帮扶西南
地区家庭收入微薄的困境老
人，为他们补充营养，改善身体
质量，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 本
次公益帮扶活动捐赠的美赞臣
致沛铂金版成人高钙奶粉共计
12210 罐， 预计能够为巴中市、
德阳市、绵阳市等 10 余个地市
州的 4000 余名老年人提供营
养支持， 积极推动改善老人营
养计划。

美赞臣基金会荣誉理事
长、美赞臣中国业务集团总裁

朱定平表示，美赞臣始终致力
践行“给宝宝一生更好的开
始”的企业使命。 今年以来，美
赞臣基金会已广东省蕉岭县、
江西省兴国县等多个乡村振
兴县市的困难家庭提供营养
支持和改善。“期待此次‘温暖
山区·困境老人’ 营养品捐赠
项目能够帮助四川地区困境
老人获得更充足的营养保证，
提高老人生活品质。 ”

据悉， 美赞臣基金会成立
于 2020 年，以“守护新生，滋养
健康，赋能未来”为愿景，支持
开展帮扶母婴群体、 儿童包括
罕见代谢性疾病患儿和有特殊
营养需求的儿童、 妇女等群体
的社会影响力项目。今年以来，
美赞臣基金会已经启动“用爱
传递·更好开始”关爱留守儿童
公益项目、“守护花开” 婴幼儿
喂养及特殊营养管理项目、“罐
盖新生” 奶粉罐环保回收计划
等多个公益项目。未来，美赞臣
基金会将继续凝聚社会力量，
助力健康中国 2030，践行“给
宝宝一生更好的开始” 的企业
使命。 （徐辉）

关注西南地区困境老人
美赞臣基金会联合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开展捐赠

10 月 26日， 天猫联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发起“黄扶手计划”，联动 20个品牌方，共同向社

会送出五万个适老扶手，用户登录淘宝搜“黄扶手计划”，就
能领取并免费上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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