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5日至7日， 东城区民政
局组织全区126名见义勇为人员
进行免费体检。

东城区民政局认真审定此次
体检方案， 抽出专人负责， 及时
处理体检中可能遇到的突发问
题。 针对此次体检项目， 与医院

多次认真协商， 做到体检项目既
适合见义勇为人员群体， 又能覆
盖年纪长幼的项目。 医院也协调
最好的专家， 抽出时间和场地对
见义勇为人员进行体检。 体检还
为每位见义勇为人员建立了个人
体检档案， 及时反馈体检信息。

砥砺
奋进的 年55

迎接市十二次党代会

河北来京患者占比下降1.6个点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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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冀医疗协同发展成效初显

———市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工作纪实
把争议化解在萌芽中

□本报记者 孙艳

由市总工会牵头， 市人力社
保局、 市司法局、 市信访办、 市
高院 、 市企业联合会 、 市工商
联、 首都综治办、 市公安局内保
局组成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简称 “联动机制”）， 至今已运
行 7年 。 这一化解劳动争议的
“北京实践”， 因满足劳动者省时
省力 、 便捷高效维权的迫切需
求 ， 受到越来越多劳动者的认
可。 2016年， 这一机制获得北京
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也得到了
市委市政府和全总的高度认可。

及时预警
形成网格化调解

2016年10月， 百余名职工向
通州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申请维权， 主张某印刷公司在搬
迁过程中， 未按照法律规定给他
们进行补偿。 调解过程中， 通州
区总工会发挥调解组织功能， 提
前介入了解双方争议焦点， 及时
化解了这起集体劳动争议 。 最
终， 百余职工与单位和解。

类似事件还有很多。 联动机
制依托工会三级服务体系 ， 在
市、 区职工服务中心设立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在街道乡镇工会服
务站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室， 并大
力推进产业和企业的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建设。 建立产业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1家， 覆盖服务、 交通
运输、 建筑、 工业 （国防） 四大
产业， 局总公司和企业集团建立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106家， 企
业建立调解委员会12286个。

调解机构的广泛分布， 让一
个覆盖北京市、区、街乡三级、行
业性纵横交织、多元调解、整体联
动的网格化调解机制基本形成，
实现了社会矛盾早发现、早化解。

多元共治
“大调解”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 劳动者法律意识、
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北京劳动争
议案件持续增长， 绝大多数劳动
争议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 且非
公企业尤为突出。

一次， 方庄地区的一家证券
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 将对

资产进行拍卖， 但43名员工因未
与公司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而选
择上访。 方庄地区总工会马上协
调联动机制相关单位开展劳动争
议调解。 最终公司破产清算组做
出让步， 对员工进行合理补偿的
同时 ， 把安置员工继续在 新 公
司就业一年作为拍卖的条件。

多元共治让劳动争议调解更
加高效， 让矛盾化解在防治纠纷
的“第一道防线”。 如在该联动机
制运作工程中， 工会作为牵头单
位， 负责加强社会化维权机制建
设， 推动区域和企业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的规范化， 选聘律师团队
充实调解员队伍； 司法行政部门
依法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劳动
争议调解工作；劳动仲裁机构、信
访部门和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过
程中，宣传、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
同时， 对进入受理或处理程序的
案件及职工来访件委托调解中心
先行调解。 企业联合会负责指导
企业规范用工管理， 推动企业调
解组织建设。截至2016年底，共受
理劳动争议19.5万件， 调解成功
13.6万件 ，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
失13.3亿元。

精准调解
推进专业化调解

针对工会维权力量相对较弱
的情况， 市总工会与市司法局合
作 ， 引入社会化维权力量 ， 以
“购买服务” 的方式公开招聘了
19家律师事务所， 选聘了400余
名律师。 工会干部、 公职律师、
兼职仲裁员和社会律师形成了一
支优势互补、 结构合理的专业化
调解员队伍。

目前，已有400余名律师作为
工会法律服务志愿者在街道乡镇
工会服务站提供包括法律咨询、
法律培训等“一街一月两日”志愿
服务4万个工作日，覆盖职工达到
160余万人。律师调解员还承担了
为农民工等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
服务，共办理法律援助近6000件，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3亿元。市总
工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7年
来， 联动机制逐渐实现了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的精准化， 促进了首
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

想看航空科技 ， 1:1的天宫
二号实验室、 火星车模型绝对震
撼； 想感受智慧城市， 家居、 交
通、 医疗各领域的最新高精尖技
术产品满眼都是……昨天， 第二
十届北京科博会在北京国际展览
中心开幕， 1400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和高校、 科研机构、 高新技术
园区集中展示当前最前沿科技新
产品新技术。

开展首日来参观的观众中 ，
航天爱好者不在少数， 位于1号
馆的航天科技展区最壮观 、 大
气， 展品更是不含糊，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搬来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 北斗卫星导航、 空间站、 天
宫二号与对接VR体验舱、 探月
工程与火星探测器等， 都是具有
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成果， 这个展区也成为今年科
博会最吸引眼球的区域。

军民融合也是一大看点， 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集中展示了用于
中微子探测的光电倍增管、 太赫
兹探测器、 北斗移动智能警务终
端、 井下现场混装炸药车等自主
创新的高科技产品、 技术。 中国
商飞刚刚试飞成功的国产大飞
机———C919的人气也很旺 ， 虽
然模型不大， 但是展览方特意将
其做成半透视的样子， 不仅是飞

机的外观， 就连座舱内部也是一
目了然。

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本届科博
会亮点， 带来了人工智能领域最
前沿的人机交互、 语音识别、 图
像识别等关键技术， 展现人工智
能的广阔发展潜力。 在中关村展
区， 小展台占据了不少位置， 蚁
视二代VR头盔、 布丁豆豆智能
器人 、 3D打印 、 无人机等新产
品集体亮相。

各种造型的巧克力糖是打印
出来的， 你信吗？ 中关村一家企
业自主研发的巧客食品3D打印
机， 外观不太起眼， 却是国内首
家研发出用固态巧克力为耗材的
3D打印机 。 该打印机能打出精
细度0.6毫米的作品 ， 是目前市
面上最经济实惠且易于操作的专
业级食品3D打印机 。 今后 ， 食
客想吃什么， 厨师用打印机制作
食品将不是一件新鲜事儿。

行车途中就能通过智能平台
了解目的地空余车位数量和位
置， 高速WiFi覆盖每个角落……
在智慧北京展区可感受到科技无
处不在的智慧城市。 展馆最核心
位置的智慧广场区 ， 设立了以
“北京通” 为主线的智慧城市场
景展示， 包含裸眼3D立体喷绘、
“北京通 ” APP场景及服务内容

展示等， 观展公众可现场体验由
思源科技打造的 “北京通” 平台
现在及未来可实现一系列便民利
企服务事项。

智慧城市， 当然少不了共享
单车 ， 市民最为熟悉的 “ofo小
黄车” 也来凑热闹了， 研发的最
新版共享单车， 不但具备卫星导
航， 还带有地理围栏的共享自行
车管理系统。 据介绍， 未来新款
单车投入使用后， 共享单车乱停
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

再往里走， 智能家居、 智慧
交通、 智慧医疗三大主题场景展
示区 ， 以及公共服务 、 人工智
能、 智慧生活等相关企业、 产业
展示区纷纷呈现出各参展单位最
新的高精尖技术产品和应用解决
方案。

据悉 ， 本届科博会将持续
到 10日 ， 观 众 可 免 费 领 票 入
场参观。

北京科博会上体验智享生活

□本报记者 盛丽

东城为126名见义勇为者免费体检

8日， 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
到， 2016年， 北京市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出院的河北患者， 占比从
2013年的9.1%降至7.5%， 数据显
示京冀医疗协同发展成效初显。

市卫计委目前已规划疏解约
20家北京市医疗机构， 优化北京
辖区内医疗资源布局。 同时， 推
进京津冀在卫生领域的合作， 让
患者能在 “家门口看病”。

北京规划疏解约20家
医疗机构

记者了解到， 市卫计委以优
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 提升区域
医疗服务能力为目标， 根据非首
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部署， 在北京
市辖区内通过推进首都城市核心
区医疗资源向郊区等资源薄弱地
区疏解， 来完善分级诊疗， 优化
医疗资源布局。

目前， 全市已规划约20家市
属医疗机构的疏解， 疏解的总床
位达5600余张。 其中， 北京天坛
医院整体搬迁工程主体结构已封
顶， 预计今年达到试运行条件；
朝阳医院常营院区项目已完成床
位批复； 友谊医院、 安贞医院等
医院探索以PPP和特许经营等模
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分院或新
院， 在规划、 设计、 立项等方面
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同时， 市卫计委执行医疗卫
生领域的 “负面清单” 制度。 一
方面严控东、 西城区及五环路内
的新增医疗资源， 对包括协和医
院、 煤炭总医院、 电力医院、 世
纪坛医院等医院的扩建和增床严
格把关， 初步遏制了大医院规模
的盲目扩张。

另一方面， 重点引导优质医
疗资源从核心区向资源薄弱地区
转移。 目前，在北京周边地区，初
步形成了33家医院或院区构成的
医疗服务带 ， 总床位达到29946
张，占全市床位总数的26.4%。

京冀开展6项重点医疗
合作项目

在疏解辖区内医疗资源的同
时， 京津冀卫计委根据三地的医
疗资源和地理区位特点， 正在逐
步建立重点医疗项目， 完善区域
内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机制， 提
升京津冀医疗水平同质化。

市卫计委表示 ，2015年开展
了北京—河北燕达、 北京—张家
口、北京—曹妃甸3个医疗合作项
目；2016年，落实了北京—承德医
疗合作项目， 逐步形成京津冀西
北部生态涵养区的区域医疗中
心。这4个重点医疗合作项目的开
展，使北京市属11家医院和1家企
业医院共支持了河北13家医院，
2016年， 共赴河北对口合作医院
开展医疗活动137次，派出医务人
员556人，门诊91011人次，双向转
诊病人转到北京324人，帮当地建
设新学科或诊室20个。

“2016年 ， 在北京市全市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出院的350.5万
患者中 ， 河北患者人数占比从
2013年的9.1%降至7.5%， 数据显
示京冀医疗协同发展成效初显。”
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说。

目前， 北京市与河北省已经
确定了六个重点医疗合作项目。
在上述合作项目和北京—保定医
疗合作项目继续运转的情况下，
今年5月， 北京—廊坊医疗合作

项目开展。 这六个重点医疗合作
项目， 将提高北京燕郊以及北京
西北、 东北、 西南方向四个重要
节点城市和地区的医疗服务水
平， 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医疗需
求， 实现其就近就医， 缓解北京
医疗机构的压力。

燕达医院可实现北京医
保直接结算

昨日上午， 在河北省廊坊市
三河燕郊开发区的燕达医院， 记
者了解到， “医养结合” 是燕达
医院核心服务之一， 其中燕达医
院 承 担 的 是 “ 医 ” 的 部 分 ，
“养” 的部分则由城内另一板块
燕达养老中心承担。

今年92岁的沈女士是京籍老
人， 患有冠心病等疾病， 2014年
住进了燕达养老中心。 其女儿林
女士介绍， 当时了解到燕达医院
有北京的医疗合作单位， 加上家
住廊坊的地理位置上的便利， 她
便选择了让母亲在这里养老。

“燕达医院是参与2017年4月
北京医改的社会资本办医机构
中， 京外唯一持北京社保卡， 可
以直接结算的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 目前1500余名在此养老的老
人中， 95%以上为京籍老人， 都
可以享受北京医保直接结算 。”
燕达医院医疗副院长、 心脏中心
主任卢长林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