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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邱勇 ） 由北
京人人公益网倡导的 “人人公
益 、 人人参与 ” 理念 “大美善
行” 文化助残公益项目日前在京
启动 。 人人公益网自 2017年至
2019年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捐款8500万元， 用于以文化助残
为主体的系列公益助残项目， 是
国内首次大额资金资助文化助残
项目的一次善举。

文化助残项目发起人张和勇

说：“首批启动的‘圆梦艺术计划’
‘关爱盲童计划’公益项目，主要
资助对象是国内有艺术才华和梦
想的残疾人， 扶持他们参与艺术
创作和国际交流。同时，还特别为
助力残疾人精准脱贫攻坚制定了
‘扶残助困行动’， 以此号召更多
的志愿者参与其中， 计划到2020
年，以资金、项目、艺术创作的方
式向全国100个贫困县中的残困
人群送去温暖。” 邱勇 摄

“大美善行”文化助残公益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任洁） 记者从
日前举办的2017北京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峰会上获悉， 未来本市将
推动和支持北京高校开展创新创
业工作， 创客们有望共享彼此拥
有的资源。

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 《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要求高校在2017
年普及创新创业教育， 实现新一
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预期目
标； 同时要求制订实施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修订实施

高职高专专业教学标准和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明确本科、高
职高专、 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目
标要求等。

目前， 本市已拥有首批13所
北京市级、5所国家级创新创业改
革示范校。据市教委介绍，本市将
推动校内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
系、 学校间资源共享体系等方面
的建设，推动师资、实验实训基地
等资源的共享。 市高教学会还将
成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分会，探
索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本市
将在800个公交候车亭广告发布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主题宣传
画面。 5月6日， 市城市管委揭秘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城市景观
布置情况， 城市环境布置将于5
月12日前完成。

据了解， 按照北京市服务保
障领导小组要求， 城市运行和环
境保障组组织开展了城市环境布

置规划设计， 主要采用道旗、 硬
质横幅、 户外广告、 立体花坛、
标识系统、 临时景观照明等形式
围绕会场、 驻地、 途经沿线及相
关活动区域开展环境布置。

在全市重要路段， 包括长安
街、 二环路、 三环路、 四环路、
京承高速、 奥林匹克中心区周
边 、 雁 栖 湖 示 范 区 及 联 络 线
悬挂宣传道旗 ， 规格为长4米，

宽0.8米， 选用精编有光丝材质，
共悬挂约 1.3万面 。 在长安街 、
二环路、 三环路、 四环路 113 处
主要立交桥体、 人行过街天桥悬
挂硬质横幅 。 在38处单立柱广
告、 1处落地式广告、 1处三面翻
户外广告和800个公交候车亭广
告发布主题宣传画面， 画面为渐
变色图案， 分为桔色、 蓝色和绿
色三种。

全市布置7座立体花坛 ， 分
别是国家会议中心前广场 “丝路
金桥 ” 、 机场专机楼西北绿地
“合作共赢”、 机场高速路四元桥
北 “喜迎宾客”、东单西北角“百
花争艳”、 东单东南角 “花开富
贵 ” 、西单西北角 “流光溢彩 ”、
西单东南角 “和和美美”。 在天
安门广场布置花柱、 花球， 奥林
匹克公园布置花卉景观。

在国家大剧院周边布置临时
照明景观， 在长安街西单至东单
段 （天安门地区除外）、 人民大
会堂西路悬挂254个红灯笼 。 同
时， 5月12日至17日， 全市景观
照明设施按重大节日等级开启。

通过多种形式的环境布置为
高峰论坛召开营造 “大国风范、
古都韵味 、 开放包容 、 诚意待
客”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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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论坛景观布置12日前完成
800个公交候车亭发布主题宣传画 景观照明设施按重大节日等级开启

本报讯（记者 边磊）5月5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组织城管、公安、
消防、工商、食药、安全等力量150
余人， 对光明中街开墙打洞和违
建进行集中整治， 以消除安全隐
患，恢复楼体原貌。

光明中街环境整治工程共涉
及治理开墙打洞45处 ，1300余平
方米。 主要涉及光明中街1号楼、
光明楼1号楼、 光明楼26号楼、光
明楼5号楼、光明楼27号楼楼房一
层违建和开墙打洞。

光明中街是光明社区内一条
主要大街，长期以来，居民利用开
墙打洞店面从事美发、五金、小餐
馆、小食品店等经营，道路两侧店
外经营、 倚门售货等经营秩序屡
禁不止，给老楼带来安全隐患。

为给居民建造一个良好的居
住环境 ， 街道将光明中街列入
2017年重点环境建设任务， 按照

“十无”的工作标准，将光明中街
打造成龙潭辖区一条精品大街。
计划将违建和开墙打洞整治后，
对破损的道路进行修复， 对破坏
的楼体进行恢复， 对道路两侧绿
化、停车等进行重新设计规划，恢
复道路生态，留白增绿后，将光明
中街打造成辖区优美重点大街。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 记
者近日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了解
到，在第106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
际，“2017年北京护理文化周”系
列活动已开展，持续至本月12日。
22家市属医院将在11日开展服务
百姓的一系列健康咨询活动。

据悉，文化周期间围绕“创新
护理”主题，5月9日将举办“创新
护理服务与管理分享会”，重点推
介护理服务中的管理创新、 技能
创新、 服务形式创新等方面的专
题交流， 分享医用测量卡尺等76
项护理创新成果（包含专利37项，
护理创新项目39项）。分享会还将

邀请张家口市卫生计生委及7家
医院护理代表参会， 促进两地医
院在护理领域的合作。

记者了解到 ，22家市属医院
将在5月11日上午，同时举办服务
百姓的健康咨询活动。届时，北京
友谊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朝
阳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世纪
坛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北京
中医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儿
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妇
产医院、北京口腔医院、北京胸科
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地坛医
院、 北京安定医院等17家医院在
院区内有健康咨询活动。

天坛医院、 宣武医院携手社
区，把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回
龙观医院、 小汤山医院分别在万
意百货商场、 小汤山镇人口文化
园为百姓提供健康咨询； 北京老
年医院将走进敬老院， 发挥护理
专科优势，推出“厉害了，我的美
小护”科普知识宣传。

市医院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维护护士权益，将制定规范
职业暴露防护管理办法， 推出职
业暴露防护知识的动画短片。 护
理文化周期间， 还将组织22家市
属医院护士代表开展游园 、 插
花、 观演等活动。

延庆“牡丹村”成
学生实践大课堂

5日，延庆区“红色基地添国色，绿谷人家迎世园”———董家沟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启动仪式在大庄科乡董家沟村举行，“牡丹村” 成了
中小学生社会实践的大课堂。来自延庆二小和大庄科小学的100余名师
生，在这里上了第一课。当天，他们在牡丹园里画牡丹、剪牡丹、写牡丹，
还跟着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认牡丹。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5日，记
者从北京市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 养老机构服务
质量建设行动周期为4年，将围绕
重点任务开展。 通过养老机构服
务质量建设行动，到2020年，本市
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和监督评
价体系基本确立； 养护型养老服
务床位达70%以上。

据了解，重点任务包括：将开
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大检查、大
整治活动。 系统查找养老机构服
务质量存在的问题，聚力整改。加
快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以建立养老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和

推进服务质量星级评定工作为牵
引， 不断完善服务质量地方性标
准和养老服务信用体系建设。

深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通
过多种有效方式， 提高养老机构
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水平，
满足老年人慢病防治、养生保健、
饮食起居、康复护理等需求；加强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树立全员风
险防范意识，突出消防安全、饮食
卫生等重点环节； 提高养老机构
管理服务人员素质能力。 落实本
市 《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加强养老服务从业
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完善人才培

养和激励保障制度。
同时，开展“敬老文明号”创

建遴选活动。 引导养老机构不断
改进服务质量，争创全国“敬老文
明号” 单位， 推进养老服务连锁
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据了解，到2020年，本市90%
的养老机构通过服务质量星级评
定； 养老机构食品加工操作过程
可视化比例达80%以上 ；100%养
老机构通过不同方式落实医疗服
务保障； 养老机构养护比例配置
合理， 养老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
明显提升， 社工、 志愿者队伍服
务规范、 作用显现。

到2020年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基本确立

北京护理文化周系列活动启动 持续至22日

22家市属医院11日开展健康咨询

北京高校创客资源有望共享

光明中街治理开墙打洞1300余m2

本市多举措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