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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百度 APP 正式
上线“疫情指数”， 该指数包括

“百度健康问诊指数”“百度疫情
搜索指数”两大指数，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的
360 多个城市。用户通过查询“地
区名+疫情”等关键词，即可了解
疫情实时动态。

据介绍，百度 APP 月活跃用
户达 6.34 亿，百度搜索每天响应
数十亿次的搜索请求，百度健康
是国内一站式健康平台入口之
一。 基于此，“百度疫情指数”将
有助于从大数据层面，洞察全国
各地大众对疫情的关注度、健康
状况等，或可为疫情未来趋势研
判提供重要参考。

“新十条”发布以来，全国

多地进一步优化调整防疫相关
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民众对防
疫相关权威信息的需求激增，
百度 APP 上线“疫情指数”，对
百度搜索、 百度健康等与大众
息息相关能力创新升级。 据了
解， 该功能将利用百度 AI、大
数据等技术持续迭代， 更好助
力全民科学抗疫。

实时反映大众关切

百度指数一直是反映大众
生活的“晴雨表”。 聚焦疫情信息
的百度疫情搜索指数直接反映
了大众对疫情的关注度。 据悉，
百度疫情搜索指数通过数据折
线图，能清晰地反映大众对新冠

症状、防疫物资等需求的搜索关
注程度与持续变化情况。

百度疫情指数覆盖全国
360 多个城市，近期备受关注的
北京、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地均
可查到指数变化，在一些较少关
注的城市也能看到相关趋势。广
阔的城市覆盖、 实时的数据变
化，或为疫情趋势研判提供科学
参考。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 百度
APP 月活已达到 6.34 亿。有分析
人士认为，百度搜索引擎数据具
有更强的即时性、可靠性、广泛
性。 国内外利用搜索引擎数据对
经济趋势、流行文化、疫情发展
进行监测以及预测的方法由来
已久，国内外诸多论文都证实搜

索引擎能够很好地反映包括新
冠在内的流行病发展情况。

感知大众健康趋势

为帮助网民更好地应对疫
情， 百度 APP 上线的“疫情指
数” 中还包含了“健康问诊指
数”，通过统计当地互联网用户
在百度健康使用呼吸内科问诊
咨询量等数据，形成相关指数，
帮助相关部门和网民感知城市
疫情整体走势， 及时做好防护
措施。 同时“疫情指数”页面还
有帮助民众防疫的各类指南与
药品。

据悉， 百度健康已累计为 2
亿多人提供过健康咨询服务。 疫

情以来，百度健康推出的新冠防
护中心义诊通道，联合三甲医院
专家提供 7×24 小时在线响应，9
秒问医生， 及时解答患者问题。
这些健康问诊大数据也为预估
疫情指数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
依据。

自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
以来， 百度迅速响应防疫新策，
积极推出多项防疫服务。 除上线

“疫情指数”专题页外，百度还提
供包括疫情地图、 防疫自护指
南、常备药品清单等多场景防疫
服务，帮助广大用户进行科学有
效防疫。 同时，更有 24 小时专家
在线义诊、 新冠防疫物资购买、
百度健康自测等一站式健康管
理服务。 （李庆）

百度 APP上线“疫情指数”
为全国 360多个城市疫情预测提供参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0%。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 亿
人，占总人口的 13.50%。 数据表
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步入“快
车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
成为我国社会迫切需要面对的
现实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
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
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
老服务”。

为深度解读新时代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政策、
分享养老领域的专业研究成
果和实务经验、联合社会力量
推动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近
日，爱德基金会携手阿里巴巴
公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举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栖霞高
峰论坛暨第七届爱德老年服
务研讨会”。

江苏省人大原副主任、爱
德基金会顾问赵龙表示，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 ，国
家和地方在养老方面
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出
台， 为各方力量参与
养老服务提供指导 。
他提到， 爱德基金会
在养老服务领域不仅
注重实践， 也注重理
论研究与经验分享 ，
至今已举办七届爱德
老年服务研讨会和多
次相关培训。 本次高
峰论坛是在学习 、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的新时
代背景下， 从政府层
面、社会层面、专业层

面再到聚焦普惠养老，分享政
府、社会、学界、实务界等方面
的深度思考和有益探索。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处长林莉指出，“十四五”以来，
江苏省各级民政部门立足人口
老龄化来得早、程度深、发展快
的省情实际， 根据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积极构建出了“供给
高质量、普惠高水平、享老高品
质”的“苏适养老”服务体系，为
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人口
老龄化应对之路、 提升全省老
年人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

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
在致辞中分享了爱德基金会十
年来在为老服务领域的探索与
成果。他特别提到，2012 年爱德
基金会在各级政府主管单位的
指导和支持下， 与南京市栖霞
区民政局合作成立的国内首家
养老公益综合体“爱德国际仁
谷”的十年发展历程。

丘仲辉表示，作为一家慈
善组织，爱德更关注普惠养老
的政策方向、中低收入人群的

养老问题及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中的重点 、难
点、痛点和堵点。 他希望本次
论坛能为与会者提供交流探
讨的平台，共同为积极应对我
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探索新路径、 贡献新力
量、谋求新发展。

阿里巴巴公益平台负责
人双玺表示，养老问题一直是
阿里公益关注的重点议题，阿
里公益也一直在支持养老领
域的公益项目。 从 2014 年开
始，阿里公益跟爱德基金会联
合发起爸妈食堂助餐项目，从

“养老—助餐”模式逐渐成长，
支持老年人健康、适老化改造
等多个细分领域的项目，不断
回应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社
会养老需求，支持养老项目的
发展。 未来，阿里巴巴公益也
将继续发挥自身的互联网优
势和资源整合能力，与更多社
会力量一起关注、共同参与养
老服务，支持行业中更多优秀
的养老项目，助力解决社会养
老问题。 （于俊如 ）

分享养老领域专业研究成果
爱德基金会联动多方力量关注我国老龄事业发展

12 月 15 日是世界强化免
疫日。 为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 人民健康在世界强化免
疫日之际举办了“强化中老年
主动免疫， 积极助力健康老龄
化”圆桌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旨
在从提高中老年免疫力切入，
深度聚焦近 3 亿中老年人的健
康问题， 从影响中老年健康的
多个维度出发， 强化中老年对
疾病及疾病预防管理意识，从
而实现积极主动免疫。

我国现有超过 1.8 亿老年
人患有慢性病，其中患有一种及
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以
慢性病为主的健康问题是影响
老年人群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
同时，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
各组织器官生理代谢功能和免
疫机能逐渐衰减，罹患感染性疾
病的风险显著增加。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
红介绍说，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
多种慢性病共存的情况，免疫力
低下， 内在能力下降较为明显，
同时慢性病患者罹患带状疱疹
及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风险增
加。 而带状疱疹又会增加糖尿
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
的管理负担。因此，需要预防、减
缓乃至逆转诸如老年人行动力、
营养以及心理健康等内在能力
的下降，并在内在能力减退不可
避免的情况下帮助老年人最大
限度地发挥功能。

刘晓红表示，“每个人都应
当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 中老年人应该树立‘早认
识，早预防，早健康’的疾病预
防观念，科学认识疾病，提升预
防接种意识， 通过疾病预防管
理的‘关口前移’，强化自身免
疫力，实现主动健康。 ”

据介绍， 老年人是慢性病
患病率和发病率最高的人群，
慢性病在我国所造成的疾病负
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 老年
慢性病患者直接经济负担长期
增加。 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身体健康
状况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50
岁及以上慢阻肺患者罹患带状
疱疹的风险增加 41%， 引发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的风险增加
53%。 因此，老年人积极主动关
注健康、 提高预防疾病的免疫
力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
学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
学分会主任委员迟春花介绍，
《健 康 中 国 行 动（2019—2030
年）》 和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发布的《老年失能预
防核心信息》中，建议老年人定
期注射肺炎球菌疫苗、 流感疫
苗、带状疱疹疫苗，进一步提高
对慢性病的管理， 提前做好疾
病的主动预防。“老年人可以通
过营养均衡、保持心情愉悦、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适度运动
四方面进一步激活免疫系统，
实现主动健康管理。 ”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
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张建中看来，免疫
受损人群如血液肿瘤或骨髓移
植患者， 由于大量使用免疫抑
制剂和激素， 免疫力处在较低
的状态， 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
高发或者反复发作。“因此，针
对这些人群， 当自身基础性疾
病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 可以
咨询医生进行进一步的疫苗接
种预防。接种疫苗是特异性预防
带状疱疹的一种措施，疫苗接种
对于预防病毒感染后的重症化
具有重要价值。 ” （李庆 ）

世界强化免疫日
聚焦中老年人健康， 积极助力健康
老龄化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栖霞高峰论坛暨第七届爱德老年服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