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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艳）昨天，北
京市科委、 昌平区政府搭建的北
京未来科学城氢能技术协同创新
平台成立。根据协议，双方将推动
未来科学城央企研究院、 在京氢
能领域优势研发机构聚焦氢能前
沿技术与应用基础技术研究开展
协同创新。

氢能是无碳清洁能源， 是碳
减排能源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之
一。目前，氢能技术研究成为未来
城能源央企研究院在新能源、低

碳（无碳）能源的重要研发方向。
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科委
和昌平区探索氢能技术协同创新
新模式 , 旨在推动未来城央企研
究院之间、 未来城入驻单位与京
内外科研产业单位之间开展协同
创新，加快科研成果产出。目前，
参加首批签约的12家科研单位共
有24个氢能研发团队（含1个海外
研发团队）、350名直接研发人员，
并拟继续引进氢能技术研发领军
人才和骨干。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北京天坛医院“全科医疗科”正式
成立。

全科医学， 指的是整合现代
生物医学、 行为科学以及人文社
会科学的临床二级学科 ， 集预
防、 医疗、 保健、 康复为一体。
首次就诊不知道应该挂什么科的
患者可以挂全科医疗科； 需初步
诊断的患者； 同时， 患有多种慢
性病需要综合干预处理的患者，

以及亚健康状态的患者均可到全
科医疗科就诊。

据了解， 全科医疗科还开设
了健康管理门诊，为高危患者、亚
健康状态和慢性病患者提供全面
而规范的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管
理服务的范围包括为亚健康状
态、 高危患者和慢性病患者进行
综合健康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
实施包括饮食、营养、运动、心理
等在内的综合干预和指导措施。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昨天，在
通州区东郊森林公园， 工作人员
正在几株白蜡树的树枝上悬挂指
形管，不一会儿，很多个头非常小
的蜂虫从里面钻了出来。 工作人
员说，这种小蜂虫学名叫“白蜡窄
吉丁肿腿蜂 ”， 是重要林业害
虫———白蜡窄吉丁的天敌， 而这
种用“益虫”防治“害虫”的方法，
也是正在北京全市推广使用的林
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之一。

市林业保护站站长朱绍文介
绍，近年来，为减少农药对环境的

副作用， 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范
围内通过以营林措施、生态调控、
人工和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和保
护利用自然天敌等环境亲密型防
控措施为主， 逐步提升森林的可
持续控灾能力。 经过近两年的持
续治理， 园内的林业有害生物得
到了有效的控制。

目前， 市园林绿化局已经在
通州区东郊森林公园、 丰台区万
芳亭公园、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昌
平区昌平公园等7个公园示范推
广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

本市推广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

北京天坛医院设“全科医疗科”

（上接第1版）
据了解， 朝阳区潘家园街道

松榆里社区内老年人口多， 老人
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情况比较普
遍，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较为迫切，
驿站建在社区里面， 能够就近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

驿站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驿
站还借力潘家园第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特色的远程实时医疗服务
平台“叮咚健康”，使签约患者在
家中就能享受“一对一”专属家庭
医生的健康管理、远程查房、用药
指导、健康咨询、特色健康课堂等
多种服务， 实现了 “互联网+医
疗+居家养老”医养集合的模式。

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王

军说， 为深入推进朝阳区 “医养
结合” 试点区建设， 养老驿站能
够很好地将服务提供到老人周
边、 身边、 床边。 下一步， 朝阳
区将进一步推进这种医疗结构建
设养老驿站的模式， 大力升级驿
站服务功能， 扶持养老驿站专业
运营， 规模化发展。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地下
空间要不要清理、 占道经营有
没有人管、 养老服务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 在东城区东直
门街道胡家园社区， 都由社区
自管会出面协调最终做出决
策。 近日， 胡家园社区居委会
内居民代表经过庄严的选举 ，
产生了东区11名自管会成员。

胡家园东区位于东直门外
大街北侧， 建成于1988年， 居
民660户 ， 是北京市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试点小区， 升级改造
内容包括居民综合服务用房及
地下停车库项目、 配套设施供
暖用房项目、 配套供暖设施及
管线改造工程、 既有建筑节能
综合改造工程。 在项目推进过
程中， 居民改造意愿迫切， 但
意见多元。 为更好地征集居民

意见 ， 及时综合各方面的需
求， 充分动员居民发挥自治作
用， 社区筹备成立自管会。

通过前期居民自荐、5名社
区居民联名推荐的方式产生候
选人11名， 并满足在有居委会

成员、产权单位工作人员及片警
参与的基础上，保证每栋居民楼
都有代表产生，最大限度的体现
自管会成员构成的广泛性，经过
居民代表选举，最终诞生了东区
第一届自管会。 于佳 摄

老楼装电梯
昨天，记者来到西城区西

黄城根南街 ，5、7、9号楼四周
围着施工护栏，在5号楼外，一
组钢结构外挂电梯立柱已成
型， 加装电梯已初见模样。居
民说， 这个社区有12栋老楼，
都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现在
有近一半都是老人，出行成了
这些老人的 “心病 ”，眼看着8
月底就要完工的电梯，大家心
里 “乐开花儿 ”。据介绍 ，西黄
城根南街5、7、9号楼加装电梯
工程将于8月31日完成。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未来科学城建氢能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门头沟和延庆两区正式启动重型
柴油车跨区联合执法试点工作，
这是北京市移动污染源跨区联合
执法的首次尝试。

记者了解到， 作为远郊区的
门头沟区只有一个进京口， 而且
全部为环山路， 从北京过境的重
型柴油车大多不走门头沟进京口
进入北京市域， 而是选择延庆区
进京， 然后再上六环， 车辆过境
门头沟区， 驶向天津唐山石家庄

方向。 这种情况造成了门头沟区
大部分过境重型柴油车无法在进
京口开展检查， 而对于六环高速
主路上行驶的过境车， 没有相关
部门配合， 环保执法人员现场检
查也存在困难。 此外， 车辆绕行
延庆进京客观上也增加了延庆区
进京口的执法压力。

为解决辖区内过境车辆检查
难题，市环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2条，
协调相关区环保部门， 创新监管

模式， 把门头沟区执法力量放在
延庆进京检查站， 与延庆区环保
执法人员共同开展联合执法，既
解决了门头沟区过境重型柴油车
检查执法难的问题， 同时也充实
了延庆区在进京检查站的执法力
量，从而做到了3个进京检查站24
小时严查过境重型柴油车， 有效
减少外埠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

据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
心负责人介绍， 北京市首批跨区
试点选择了3个点位，开展移动污

染源跨区执法检查工作。 除延庆
区的张山营综合检查站外， 通州
和东城两区将在通州京哈高速西
集综合检查站开展联合执法，房
山和西城两区将在房山兴礼综合
检查站开展联合执法。 每个跨区
执法试点配备4个检查组，每组至
少5人，其中申请跨区的环保执法
人员2人，试点所在区环保执法人
员2人、公安交管部门1人。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跨区执法试点将加强监督性检查

力度和联合处罚力度， 对重型柴
油车辆尾气排放情况、 车用尿素
添加情况、车载诊断系统（OBD）
运行情况等进行检查， 强化进京
路口执法。 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超
标排放、 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
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等违
法行为， 由属地环保执法人员依
法进行处罚；不能处罚的车辆，做
好登记并报市级环保部门， 由市
环保局定期上报环境保护部， 移
交属地查处。

门头沟和延庆两区启动试点工作 3个进京检查站24小时严查过境重型柴油车

第六届老博会特设京津冀养老板块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由北
京市民政局、 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 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指导举办的第六届北京国际老龄
产业博览会将于11月29日至12月
1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静安
庄馆） 举办。 今年的老博会设立
老年宜居、 康复辅具及适老化产
品、 为老服务、 京津冀养老协同
发展四大板块。 届时， 丰富的养
老康复辅具、 医疗器械、 老年用
品和服务以及众多养老和投资项
目都将亮相展会。

据了解， 北京国际老龄产业

博览会是北京市唯一一个老龄产
业的专业展会。 2017年老博会展
览面积10000平方米 ， 预计参展
商200余家。 目前， 博览会各项
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60%的展位
已经预订。

根据板块内容， 展会又分为
八大特色展区。 其中北京养老展
区将展示政策解读、 产业情况、
供需发布、 十六区养老体系建设
及品牌服务商展示； 京津冀养老
协同发展展区将展示政策及发展
成果、 养老机构、 老年用品、 养
老人才培养； 康复辅具及医疗器

械展区将展示老年康复护理服
务、 康复医院、 医疗服务机构、
老年健康体检机构、 康复护理设
备 、 无障碍设施 、 家用医疗器
械、 助行设备、 视听辅助设备、
老年康复医疗专业培训等。

值得一提的是， 继京津冀三
地养老机构第一次携手亮相上届
博览会后， 2017年北京国际老龄
产业博览会持续关注京津冀养老
协同发展 ， 特设京津冀养老板
块， 向三地市民、 老龄产业相关
从业者递送橄榄枝， 帮助老年人
更加健康、 舒适的生活。

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国展举办 分为八大特色展区
患者需初步诊断可挂此科

东直门街道胡家园东区成立自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