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6月1
日起，本市正式进入汛期。为确保
汛期安全运营，近日，城建置业公
司组织大厦相关部门开展防洪防
汛应急演练。

据悉，此次演练模拟大、暴雨
天气， 保安员发现城建大厦C座
大堂进水， 使用对讲机向治安领
班和中控室报告； 车管员发现北
侧车库进水， 向安保部和中控室

报告， 中控室接报并确认警情后
启动《城建大厦防汛应急预案》通
知相关部门， 客服部组织保洁员
使用吸水机进行清理， 安保部组
织保安员在大堂门口、电梯门口、
车场出入口摆放沙袋挡水等。通
过演练， 使公司各部门在实战演
习中提高了大厦防汛防洪的能
力， 也对防汛防洪的人员配备及
物资储备情况进行了实战检验。

城建置业应急演练确保汛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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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唐诗） 近
日，北京市丰台区卫生计生委、铁
营医院等联合主办了医务社会工
作研讨会。 会上向丰台区铁营医
院等单位授予 “中国医务社会工
作实践基地”称号。专家学者、医
务人员等近300人参会。

会议围绕 “整合医学模式下
的医务社会工作”“铁营医院医务
社工参与心身疾病管理体系建
立”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向铁
营医院等九家单位授予了 “中国
医务社会工作实践基地”称号。

据了解， 医务社会工作是指
用专业方法， 协助患者及其家属
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家

庭、心理问题，提高医疗效果和患
者生活质量。 市卫计委副主任钟
东波表示， 医务社会工作协助患
者和家属解决疾病相关的社会因
素问题， 对患者有重要的支持作
用， 引入医务社工岗位有助健康
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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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艳） 6月10日
迎来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 市文物局晒出上半年全市考
古成绩单， 共完成考古发掘项目
20余项， 发掘面积约16000平方
米。其中，延庆世园会考古罕见发
现了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 城市
副中心考古墓葬群数量再次增加
了276座。

据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
宁介绍，近年来配合城市副中心，
延庆世园会和顺义、 丰台等区建
设项目， 本市在文物保护和考古
挖掘上取得巨大成绩。今年以来，
截至5月30日，本市配合各类基本
建设工程共完成考古勘探项目54

项， 勘探面积约660万平方米。期
间， 共完成了考古发掘项目20余
项， 发掘和保护各时期古代墓葬
1300余座、 窑址35座、 房址10余
处。出土文物共计3000余件（套）。

从去年至今， 延庆世园会的
考古发掘取得较大成果， 期间勘
探面积已达254万平方米，共发现
1100座墓葬，包括东汉、魏晋、唐
代、 金代砖室墓以及明清时期土
坑墓。 其中有座保存完整的魏晋
墓葬属于家族墓地， 在北京地区
非常罕见。

去年， 考古部门在北京城市
副中心考古勘定路县故城城址，
在此前发掘出1146座墓葬的基础

上，再添新发现。今年2月2日至5
月14日， 城市副中心共完成勘探
面积998845平方米， 累计发掘各
时期古墓葬276座。其中东汉墓数
量最多，有100座。各类文物1000
余件（套）文物，包括陶器、瓷器、
铜器、金银器。

此外， 为配合丰台花乡造甲
村回迁安置房二期及配套工程建
设，今年这里也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现5座汉代墓葬、19座明代墓葬
和14座清代墓葬。 出土的五铢铜
钱、 随葬残件为研究该地区汉、
明、清时期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
习俗及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

本市上半年出土文物3000余件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在拆
违过程中， 遇到有实际困难和
问题的业主怎么办？ 记者近日
从东城区东直门街道了解到 ，
该街道采取专事专报的办法 ，
根据相关政策对于能够解决的
问题予以解决。

街道副调研员马勇介绍 ，
春秀路地区涉及违建的包括5、
6、15号楼等28处建设。 经过前
期排查， 发现其中高龄6户、低
保2户、残疾人5户，都是因自身
确实困难在一层自建阳台 。这
也是拆迁工作中的重点对象 。
“比如5号楼一家老人和两个闺
女住在一起，屋里搭着上下铺，
我们去的时候连下脚的地方都
没有。 房屋真正使用面积也就
15平方米，确实困难。”马勇说。

这户人家搭建出一座15平
方米左右的棚子， 用于日常居

住、洗漱、吃饭。在拆违过程中，
老人提出能不能由政府统一搭
建阳台，解决晾衣等问题。

“这个我们在积极申请，如
果搭建阳台， 涉及的就不是一
家一户的问题。 在得到批复之

前， 我们先在护栏处搭个晾衣
杆 ， 先把晒衣服的问题解决
了。”马勇说。针对难点先入手，
说服违建主人， 并将他们的合
理诉求逐一记录反应， 最终给
出反馈。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张佳玮 赵青） 6月9日，怀柔
区连续整治了府前东街 16号
楼 、 青春路一院2号楼的10户
“开墙打洞 ”行为 ，封堵工作也
在当天完成。

记者在位于怀柔龙山街道
的现场看到， 这10户 “开墙打
洞”行为，都是打穿原有墙体后
安装上了门窗，其中有8户用于
经营，包括美发、服装、配镜等，
都或多或少地侵占了公共空

间。“这块儿本应该是大伙儿的
绿地，他们给占了，修成自己的
过道。这旁边就是马路，本来就
车多，一溜儿都变成了经营户，
秩序多乱啊。” 在青春路一院2
号楼前，居民张大妈说。

龙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
这次专项整治， 除了做好封堵
工作， 我们还会按照原貌进行
恢复，比如建筑外立面的颜色，
将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一致 ，
同时还会进行绿地修复， 把良

好的生活居住环境还给居民。
据了解，目前怀柔区“开墙

打洞” 整治行动已完成市级下
达任务的一半。此外，该区主动
加压，6月底前将完成自主确定
的重点地区126户“开墙打洞”恢
复工作。

本报讯（记者 边磊） 6月9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2017年首场百
姓宣讲活动开讲。120多名来自机
关、社区、非公企业的干部群众坐
在台下， 聆听十名宣讲员讲述他
们身边的故事。

为创新宣讲形式， 提升宣讲
活动感染力， 建国门街道今年百
姓宣讲活动采取“见字如面”的形
式呈现， 以书信的方式展开宣讲
内容， 带领听众触碰攻坚克难的

历程， 领会建国门人的精神情怀
与价值追求，讲好“建国门故事”。

据了解，建国门街道从机关、
社区和非公企业选派了20名宣讲
员， 宣讲员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
历、 所思所想， 从疏解整治促提
升、 党员志愿服务、 社区文化建
设、企业科学发展、传承孝亲美德
等诸多方面，将一封封写给父母、
朋友、社区居民、服务对象的书信
娓娓道来。

怀柔一天封堵10户“开墙打洞”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9日，
来自陕西榆林的21个商家携带50
多种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进行推
介 ，包括小米 、苹果 、绿豆 、羊肉
等。此次，还与北青社区传媒O2O
平台合作， 今后本市居民不出社
区就能买到榆林特产。

“榆林是革命老区，那里的小
米确实好， 绿色营养又健康。”推
介会现场， 北京市民王健林捧着
买来的几袋米脂小米说。当天，榆

林优质农产品展出主要有小米、
绿豆、荞麦、红枣、羊肉、空心手工
挂面、黄芪等绿色健康产品，具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

今后， 市民可以在微信商城
的“ok家众享商城”购买，并在社
区实体店提货。目前，京城有100
多家实体店。 北青传媒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今后将更多的引进地方
优质产品进京， 让京城市民足不
出户就可买到各地特产。

东直门街道专事专报解拆违户难题

违规留存社保卡 虚开处方 超执业范围行医

本市7家定点医院违规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 闵丹） 8日，北

京市医保中心连发两公告，点名7
家定点医院，因违规留存社保卡、
虚开处方、 超执业范围行医等问
题而被分别处以解除基本医疗保
险服务协议、黄牌警示等处罚。其
中， 两家三级医院航空总医院和
北京市回民医院上榜。

据北京市医保中心通报 ，涉
及违规的7家医院分别为北京侯
丽萍风湿病中医医院， 存在违规
留存社保卡，弄虚作假、虚开处方
等违规问题； 北京市东四中医医
院多次违规被处理， 仍然存在未
履行实名制就医有关规定核实参
保人员身份， 以及超执业范围行

医等问题； 北京广阳博海医院存
在药品管理混乱、 申报项目与实
际发生项目不符等问题。 而航空
总医院被指存在申报项目与实际
发生项目不符等问题； 北京市回
民医院存在允许医务人员非注册
地行医等问题； 北京国济中医医
院存在未履行实名制就医有关规
定核实参保人员身份、 部分检查
治疗项目不能提供相关记录等问
题； 丰台街道南开西里社区卫生
服务站存在未履行实名制就医有
关规定核实参保人员身份、 允许
医务人员非注册地行医等问题。

据此， 市医保中心除了追加
违规费用之外， 依法从本月26日

起解除与北京侯丽萍风湿病中医
医院签订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
议，并追回违规费用。各区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参保人员6
月26日（含）以后在北京侯丽萍风
湿病中医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
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 北京广阳
博海医院则被中断6个月医保协
议；航空总医院、北京国济中医医
院、 丰台街道南开西里社区卫生
服务站被黄牌警示； 北京市回民
医院被通报批评。据悉，受黄牌警
示、通报批评处罚，并不影响医保
报销。黄牌警示期间，只是医保部
门暂缓对医院的结算， 与参保人
员无关。

加强城市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陕西榆林优质农产品进京推介

十名宣讲员讲述“建国门故事”

小巷“体检”应对汛期
哪条胡同的雨水箅子需要清理、 哪个地段是防汛重点点位……汛

期已到，丰台区南苑街道120名“小巷管家”为辖区做全面“防汛体检”。
在梳理隐患的同时，“小巷管家”已帮助建立了27个重点防汛点位，并在
防汛点位附近的墙体、电线杆上，喷写了“防汛点位”字样，以便遇到雨
情时，确保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准确到达地点。 通讯员 史莉 摄影报道

铁营医院获评医务社工实践基地

城市副中心发掘古墓276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