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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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本报记者 张晶

广外医院开展主题活动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记者 阎义

40万房山市民年底将享涿州热源

用情打造精细化精准化服务

在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
院， 今年4月建起的这个负离子
监测屏， 让客人感受到更多的精
细化服务， 而这样的服务不只这
一项。 “今年经营季开始前后，
北戴河疗养院按照 ‘三个围绕’
要求， 全面开展精细化、 精准化
服务工作， 院内增加了不少贴心
设施。” 北戴河疗养院书记张世
岳介绍， 照相站台就是精细化、
精准化服务的体现。

顺着张世岳手指的方向， 记
者在 “劳动最光荣” 的大石碑前
看到了一个三层的照相站台， 这
里几乎成为每位客人留影拍照的
场所。 一个准备返回北京的职工
团队正准备拍集体照。 在一位负
责人的带领下， 大家很快站到站
台上， 随着 “咔嚓” 的快门声，
留下美丽的瞬间。

这个照相站台看似普通，背
后却有着北戴河疗养院多个岗
位职工的心血。“这座写着‘劳动
最光荣 ’的石碑 ，可以说是 北 戴
河疗养院的一个特色景观，有
位80多岁的离休老干部把它比喻
为疗养院的‘灵魂’，平时很多客
人都来拍照。 但是因为石碑太高
了，要想连人带景都照全，尤其是
在拍集体照时，特别费劲。”张世
岳回忆，发现问题之后，他们就开
始思考相应的解决方案。

今年3月， 张世岳在网上看
到一个方案中提到的照相站台。
“但还是感觉不太牢固。” 于是，
他开始思考可不可以让职工自己
动手制作。 通过查阅资料， 一张
简单的照相站台设计图成型。 接
下来， 就是制作。

经过物业科副经理祖小冬等
4名干部职工的努力， 大约半个
月后 ， 一个5.2米长的照相站台
制作完成。 随后， 大家又用红地
毯给照相站台披上鲜艳的 “外
衣”。 “制作这个站台我们只花
了500多元的材料费， 不仅节约

了成本， 而且效果也很明显。 以
往在这里拍集体照顶多站二三十
人就满满当当的， 现在百余人都
能同时入镜。” 张世岳说。

环顾整个北戴河疗养院， 除
去客人可以感受到的负离子监测
屏、 照相站台、 树标牌等设施带
来的贴心硬件服务， 还可以体验
面向全院休养团队提供的八段锦
晨练、 拓展训练等软件服务。 每
周还会推出创新菜品， 让每个职
工团队就餐时不重样 、 大快朵
颐。 而下雨天还会为行动不便的
休养老干部送餐到客房……

从今年经营季开始， 是什么
原因让北戴河疗养院在精细化、
精准化服务工作上得到如此提
升？ “我们有自己的主动思考，
也有结合客人建议的改进。” 张
世岳介绍。 “比如， 我们给院中
的花草都配备了树标牌。 这就是
职工在平时观察中主动思考改进
的服务。 以往总有客人会问到这
是什么植物， 有时会一时间回答
不上来。 于是， 我们就制作了树
标牌， 上面写着树木花草的名称

及简介。”
为了打造好精细化、 精准化

服务， 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 北
戴河疗养院自今年经营季开始以
来通过座谈交流、 网络信息化手
段等收集意见、 建议近20条， 解
决了院外游客院内穿行、 康体楼
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有的垃圾桶
摆放位置不合理等问题， 并根据
建议增加了免费测量血压、 雨天
全天放映电影等服务项目。

据了解， 北戴河疗养院今年
经营季开始后三个多月， 先后收
到劳模、离退休老干部、优秀先进
职工等休养人员表扬信、 感谢信
24封，其中包括微信11条，对这里
的各项创新服务给予高度评价。

谈到今后的工作思路， 张世
岳说： “我们会继续结合自己的
观察和思考， 考虑客人的建议 ，
不断提升服务 ， 将服务做得更
好。 也希望更多的工会会员除了
每年的七八月暑期之外， 也可以
在五六月 、 九十月来北戴河休
养， 那时的气候更加怡人， 环境
更加优美， 服务更具特色。”

眼戴老花镜，耳朵塞棉球，腿
上绑沙袋，右手拄拐杖，30多岁的
郭涛在同事的搀扶下， 体验了一
把高龄老人的“就诊之旅”。 “我们
也会老，只有感同身受，才能体会
老年患者就诊时的不易。 ”在广外
医院放射科，从入门登记、上下检
查床到等待检查报告， 郭涛经历
一系列就诊流程后，感受颇深。

近日， 广外医院放射科利用
工余时间举办了 “体验老人就诊
细化日常服务” 特色主题活动，
组织全科医护人员模拟体验高龄
老人就诊， 旨在引导医护人员学
习如何换位思考， 以达到为患者
提供更贴心诊疗服务的目的。

科室人员轮流扮成老人， 在
老花镜、 耳塞、 沙袋、 拐杖等多
种障碍物的阻挠下， 体会着科室
就诊的每个环节。 “我平时在窗
口登记时， 觉得有些老人听不明
白我的意思 ， 而且字迹也很潦
草， 偶尔会有些负面情绪， 通过
此次活动， 让我实际体会到老人
的不易 。 以后遇到老人来检查
时， 一定会多一些耐心和理解。”
护士李娜在体验后说道。

邢志响在全程体验后表示 ，
“前后才不到半个小时， 已经累
得要命。 尤其是腿上绑着沙袋 ，
手里拄着拐杖， 想上DR检查床，
真的要轻轻地挪， 慢慢上， 如果

老年人腰再不好的话， 上检查床
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体验活动后 ， 科内集思广
益， 针对为老诊疗方案进行了细
化 ， 新增了5项具体服务措施 ，
包括在每个服务环节， 医务人员
要嗓音洪亮； 对行动不便的老年
患者要做到耐心等待， 并帮扶上
下检查床等。

广外医院放射科主任于长锁
表示， 广外医院是一家以诊治老
年病为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患者大部分为中老年人。 举办此
次活动， 就是要让科内年轻医护
人员体验平时老人就医的情况，
学会换位思考。

“通啦 ， 通啦 ！” 9月1日下
午， 房山窦店镇京港澳高速路旁
的一处工地里工人们欢呼雀跃，
在距离地面十几米深的盾构接收
井下， 直径6.14米的盾构机刀盘
缓缓地从隧道内探出头来， 涿州
至房山供热工程输热主干线03标
盾构隧道顺利贯通。

据建设单位京能集团所属北
京华源热力公司涿州至房山供热
工程输热主干线工程总指挥刘成
武介绍， 该项目是首个由河北向
北京提供热源的热力工程， 今年
供暖季正式投用 ， 将为房山良
乡、 窦店等地40万市民供暖。

该项目是按照北京市 “清煤
降氮” 及京津冀一体化工作要求
建设的热力管网工程 ， 是北京
2017年 “南四区” 无煤化重点环
保民生工程， 也是首批京津冀重
大能源合作项目， 要求 “当年开
工、 当年完工、 当年供热”。

项目建成后， 将为房山区良
乡组团、良乡镇、窦店镇、琉璃河
镇、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中国北
京农业生态谷等地供热， 面积大
约2200万平方米， 远期还将向城
关地区、韩村河镇、长沟镇供热，
总供热面积将达到3500万平方米
左右。 房山区每年可因此减少燃
煤消耗42.5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0.9万吨，减少烟尘排放0.7万
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3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1.4万吨，将极大改
善北京及当地环境质量， 具有较
好社会和环境效益。

工程起点为涿州市京能热电
厂 ， 终点为房山区鸿顺园锅炉
房， 沿途经过河北省涿州市东仙
坡镇、 码头镇， 北京市房山区琉
璃河镇、 窦店镇、 良乡镇、 拱辰
街道。 涿州至房山输热主干线共
分6个标段， 全长28公里， 其中
03标工程总长度约6600.5米， 热
力管径1.2米， 起点为规划一路，
终点为规划沙岗街南口， 施工工
艺采用直埋管道、 直埋地沟、 架
空及盾构隧道， 盾构作业段总长
度2653.6米。

“这是国内第二条盾构法热
力隧道， 此前 ‘北京市政’ 承建
的国内首条6.2公里热力盾构隧
道现已安全运营两个供暖季 。”
施工方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涿
房热力项目盾构负责人张新全介
绍， 03标工程段盾构施工中遇到
了很多难题： 地质条件差， 存在
多层地下水， 地下水和承压水水
位较高。 而且施工正值汛期且工
序复杂 ， 盾构机需要下穿大石
河、 房窑路以及厂房、 水塔等既
有建构筑物， 施工风险大。 但施
工方依然攻克技术难关， 还刷新
了单月盾构推进 1064环 （1277
米） 的全国纪录。

据了解， 目前， 涿房热力项
目结构工程完成80%， 安装工程
完成60%， 现已进入安装阶段高
峰期。 按照计划， 10月15日全线
工程将贯通并实现冷态试运行，
11月15日起涿州热电厂的清洁热
源将源源不断送至房山。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
北京市东城区的对口帮扶对象。
近日，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商会与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工商联签订了
合作协议。 这是本市首家区级、
街道级工商联与乌兰察布市区级
签订的合作协议。

受到相关因素影响， 集宁区
起步晚， 当地很多行业还处于低
端水平，了解到当地情况，朝阳门
街道商会组织了涉及到物业管
理 、劳务管理 、旅游 、环保 、婚纱
摄 影 、餐 饮 、金 融 和 电 器 制 造
等 行 业 的 企 业 家 代 表 团 驱 车
来到集宁区考察 ，与集宁区的
劳动人事 、文化 、旅游 、环保等
部 门 领 导和当地企业家交流情

况， 初步达成物业管理、 劳务管
理、旅游、环保、婚纱摄影等方面
的合作意向。 北京徽光普耀能源
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兆海
说：“我们可以先投资， 让这里的
污水处理达到国家最高要求标
准，满意了再付钱。 ”

“这是东城区工商联、朝阳门
街道商会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的一份礼物。 ”东城区委统
战部副部长 、 区工商联党组 书
记 、常务副主席郝国信说 。 东
城区商会副会长 、朝阳门街道
商会会长王保强则表示 ，这次
活 动 是 符 合 疏 解 非 首 都 功 能
的措施 ，为商会会员企业寻找
再发展的出路。

年轻医生腿绑沙袋体验老人就诊

早晨8点半， 位于北戴河海滨草厂西路26号的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中， 不少吃
过早饭的客人在院中闲逛着。 此时， 设置在四季餐厅前的电子显示屏上 “负离子” 一
栏的数字为2478。 “这个电子屏设置得很贴心， 我们随时可以关注实时的负离子、
PM2.5、 温湿度等空气的质量情况。” 一位来自农业系统的客人说道。

朝阳门街道商会对接集宁区工商联

京蒙企业达成多方合作意向

涿房热力盾构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