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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街道联合排查不留安全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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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蒙医疗健康精准扶贫工程显成效

昌平燕丹村穿村公交年底回归

教育援藏迈上新台阶
北京通过 “组团式” 教育

援藏工作体系， 教育管理人员
把新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带到受
援学校， 帮受援学校研究确定
发展定位和思路， 优化完善管
理制度， 与内地学校、 拉萨农
牧区学校建立了 “手拉手” 帮
扶关系。 专任教师与当地教师
“结对子”， 形成了 “一对一”
“一对多” 的结对帮扶， 不少
学校还通过网络实现了优质教
学资源的共享。

2017年8月 ， 北京市 “组
团式” 教育援藏工作进一步向
纵深拓展， 由单一援助拉萨北
京实验中学拓展为同时援助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拉萨北京
中学、 拉萨市第一小学、 拉萨
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4所
学校， 涵盖小学、 初中、 高中
和职业教育各个学段。 “组团
式 ” 援藏教育人才数量由不
超过50人规模扩大至70人， 精
选了北京四中、 八中、 六十六
中、 和平里四小等顶级学校
的 15名 管 理 干 部 作 为 援 派
管理团队。

送教上门点燃教育星火
“我们一定要考到北京去，

去看李鹏老师 ！ ” 这是北京
援藏教师李鹏离开后 ， 拉萨
市 北 京实验中学很多学生们
的心愿。

在西藏， 数学向来是最难
教的课程之一， 学生的数学成
绩普遍较差 。 李鹏 老 师 却 把
高 中 数 学 知 识 讲 得 引人入
胜 。 仅半年时间 ， 他带 的 年
级数学最差两个班的数学平
均分就赶超其他班级30多分。

熊爱国老师援藏的两年期

间， 联系遍布国内外各地的朋
友和爱心人士， 不间断为贫困
家庭孩子募集衣物 、 生活用
品、 书籍等； 周末课余时间到
每个学生家里家访。 巍峨的雪
山， 崎岖的小路， 阻不断他对
学生的热爱之心 。 两年期满
后， 荣获了西藏自治区优秀援
藏教师荣誉称号的他， 又主动
请缨留任一期。

还有很多和熊爱国一样的
援藏教师， 3年来， 他们深入
当雄、 尼木、 堆龙、 城关等县
区开展听评课、 送教上门等活
动， 承接理化生实验教学专题
培训等任务， 点燃拉萨教育改
革发展的燎原之火。

扩大“请进来”与“走出去”
拉萨市与北京市教委签订

《教育人才 “组团式” 援藏拉
萨市教师赴北京、 江苏培训协
议书 》，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有效提升拉萨市教师队伍建设
水平 。 仅 2017年不到一年时
间， 拉萨市教育系统出访北京
团次就达4批121人次， 北京市
教育系统来访达3批25人次 ，
开展短期援藏项目2批24人次，
北京市骨干教师全市各县区送
教十余次， 培训教师2000余人
次， 听评课400多节次。

2017年， 北京援藏指挥部
投入80万元， 推动实施 “京藏
优质教育资源互动共享工程”，
组织北京市六十六中 、 171中
学等一大批优质骨干教师和教
研员， 网络互动直播平台， 为
拉萨市学生和教师开设远程课
堂、 远程教研活动。 投入援藏
资金近60万元， 在两所受援高
中校设立4个高中学科教研基
地， 承担全市学科教研工作。
争取课题资金40万元， 利用北

京市教育教学专家 、 “组团
式” 援藏骨干教师力量， 推动
实施 “拉萨市基础教育阶段理
科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项目” 研
究， 寻找破解拉萨市基础教育
理科教学短板途径。

为让拉萨农牧区孩子们体
会首都教育和人文气息， 援藏
资金每年支持80余万元， 连续
7年组织开展 “感恩祖国 圆梦
北京———拉萨市中小学生游学
夏令营活动”， 已有近400名拉
萨农牧区中小学生参加。

让以教脱贫精准聚焦
2017年， 北京援藏资金聚

焦农牧区贫困地区加大基础设
施投资力度， 提升拉萨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 当前正在实施的
基础设施项目共有5项， 累计
投资约7500余万元。 面向北京
对口支援的两县两区建档立卡
户大一新生实施 “圆梦无忧”
资助计划， 投入150万元为每
个贫困大学新生配备1万元的
入学学习生活用品礼包。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试点
设立一个初一年级 “京藏宏志
班 ” ， 面向拉萨市精准招收
建档立卡户学生31人， 2017年
秋季学期投入 50万元专项经
费 ， 为班级配置优质师资力
量、 教学资源， 量身设计课程
体系， 通过教育资源倾斜帮
助 贫 困 家 庭孩子更好更快成
长成才， 充分发挥以教脱贫的
作用。 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脱
贫攻坚计划的要求 ， “十三
五” 期间将累计投入教育扶贫
资金4000余万元， 进一步瞄准
精准扶贫， 把 “京藏宏志班”
覆盖至小学 、 初中 、 高中 12
个年级， 充分发挥以教脱贫的
作用。

北京市支援合作办联合市
卫生计生委 、 市医师协会等
部 门以精准扶贫为着力点 ，
于 2015年底在内蒙古自治区
乌 兰 察 布 市 兴 和 县 启 动 了
“医疗健 康 精 准 扶 贫 工 程 ”
试点工作。

2016年， 在兴和县试点经
验基础上， “医疗健康精准扶
贫工程” 在乌兰察布全市推广
实施， 取得了显著成效。

“医疗健康精准扶贫工程”
分为精准筛查、 精准结对、 精
准管理 、 精准治疗 、 精准救
助、 精准助力6个方面。

精准筛查上 ， 北京市积
极 筹措帮扶资金 3760万元 ，
协 助完成全市 13.7万建档立
卡 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全
覆盖。

精准结对方面， 北京60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乌兰察布
市6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一对一帮扶。

在精准管理方面， 利用互
联网+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对
2.78万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重
点人群实施分类管理。

在精准治疗方面， 针对阳
性体征困难群众迅速开展复检
会诊， 及时分级诊疗， 并开通
“重大疾病转诊绿色通道”， 危
重症患者转入北京医疗机构精
准救治。

在精准救助方面， 做好医
疗健康精准扶贫工程与地方医
疗保险、 医疗救助及扶贫兜底
政策的有效衔接， 推动乌兰察
布市定点医疗机构打造 “先垫
付、 后结算” 工作模式， 通过
“基本+补充”、 “普惠+特惠”
的救助保障机制， 降低贫困群

众医疗负担。
精准助力则通过协助当地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家庭
病床、 北京专家巡诊等措施，
实现稳定精准脱贫。

此外， 北京市还会同乌兰
察布市派出42名医疗专家， 完
成全县 6917名因病致贫困难
群 众 健 康 体检工作 ， 搭建了
贫困人口健康管理平台， 形成
了健康档案动态维护管理机
制， 做好了对重点人群疾病诊
疗和健康干预管理工作。

“听说咱村的公交车年底就
要恢复通车了， 这下大伙儿出行
就方便多了！” 说这话的是昌平
区 北 七 家 镇 燕 丹 村 村 民 王 明
明 ， 他今年50岁 ， 是土生土长
的燕丹人， 见证了这条街数十年
间的变化。

此前， 他眼看着街边的楼房
越建越高， 村里的人越来越多，
道路拥堵地连骑单车通过都费劲
儿； 今年他又见证了政府工作人
员指挥拆除违法建设、 取缔游商
摊贩， 工人们忙着拓宽道路、 修
建停车场…… “环境变美， 道路
通畅， 穿村公交又将回来， 这些
事都一一办成 ， 真是太好了 ！”
王明明感慨道。

燕丹村村域面积3.28平方公
里， 紧邻天通苑社区， 外来人口
众多 ， 村里还有私家车 3000多
辆， 人多、 车多、 路窄， 导致交
通异常拥堵， 穿村公交车417路
不得不改线。 今年， 通过对中心
街私搭乱建、 侵街占道等乱象进
行彻底整治， 街面整整拓宽了三
米多。

“不是没治理， 这么多年来，

我们没少和游商摊贩打 ‘游击’，
街道环境秩序整治工作不好做。”
燕丹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去年
开始， 燕丹村就开始谋划整治工
作 ， 今年借着 “疏解整治促提
升” 专项行动的契机， 终于彻底
解决这个环境痼疾。 整治违规广
告牌匾、 清除占道经营和游商摊
贩、 拆除私搭乱建……如今的中
心街两侧商铺林立， 秩序井然，
街面宽敞而整洁。

环境好了， 办事儿也越来越
顺当。 让燕丹村的负责人不曾想
到的是， 中心街恢复通公交的建
议提了好几年， 始终没结果。 前
几天， 他再次和北京公交集团协
商此事， 没想到对方愉快地就同
意了。 原417路公交车即今专117
路公交车将于年底再次穿燕丹村
中心街而过， 沿途至少增设三个
站点。 “村里没通公交车， 村民
进城一般要到较远的村或者步行
转乘公交地铁进城。 穿村公交回
来了， 村民出行就方便多了， 至
少节约15分钟。” 王明明说。

下一步， 燕丹村还将开展对
街巷胡同的治理工作。

近日， 昊海公司第一、 第五
项目部一线职工放弃节假日休息
时间， 连夜抢工， 力保民生工程
按时完成。

昊海公司第一、 第五项目部
先后承接位于海淀区韩家川、清
河、香山、苏家坨多地煤改电项目
工程。韩家川项目自7月9日进场，
截至10月8日，共完成户外基础浇
筑及立柱2960个， 户外管道施工
17430米，户内完工473户，完成总

工程近90%。 清河四街项目更是
将50天的工期压缩为20天， 同时
严格工程质量， 已户内完工757
户，完成总工程93%。

苏家坨项目5月21日进场 ，
期间因村民意见不统一， 施工人
员通过沟通协调 ， 克服重重困
难， 于8月19日正式开工， 虽然
开工最晚却率先进入调试阶段。
目前， 三星庄、 周家巷村等共计
222户已进入问题户收尾阶段。

近日， 西城区德胜街道安全
生产办、 工商所、 食药所、 安全
生产检查队等职能部门组成联合
检查组， 对德胜地区在施工地、
餐饮酒店经营单位、 人员密集的
大型商市场等进行安全生产综合
大检查。

检查组先到中竣建设五路通
街西口在建项目工地检查， 随后
来到湘水之珠酒楼有限公司，检
查酒楼的消防设施配备、 安全制
度落实情况， 同时查看酒楼的食

品采购、加工、制作等环节。最后，
检查组来到安德路上的美廉美超
市， 查看商场经营及安全生产落
实情况， 发现该单位两处安全疏
散应急通道存在严重问题。对此，
检查组加强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各项工作，
责成安全生产办、 防火办对安全
隐患整改紧盯不放，整改到位。

德胜街道安全生产检查队还
对辖区夜间有限空间施工作业开
展突击夜查。

疏解整治促提升

3年前， 北京首批援藏教师45人、 管理团队5人进驻拉萨北京
实验中学， 开启了 “组团式” 教育援藏工作先河。 3年来， 北京
已有百名援藏教师顺利完成了援藏教育工作， 北京 “组团式” 教
育援藏结出硕果。

北京“组团式”教育援藏结硕果 环境变美 道路通畅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昊海公司连夜抢工保民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