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2018年北京市高职
院校技能大赛报关技能赛项在北
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行，5所高
职院校10支代表队30名参赛选手
及20名指导教师参加比赛。据悉，
报关技能赛项已连续开展7年。

“我们按照报关员的一天设

计了此次比赛， 把真实的工作场
景引入比赛。” 赛项裁判长张援
越介绍， 报关技能比赛以团体赛
形式进行， 考察选手在全国通关
一体化改革背景下， 在进出口报
关单证处理、 进出口商品归类、
进出口通关流程操作等报关作业

的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 。
“除了参赛选手的个人能力， 团
队协作意识也十分重要， 如果相
互配合不好， 最终很难完成好。”

“报关工种的灵活性很强，选
手们进入赛场后， 老师的指导任
务就完成了， 成绩如何全靠他们
的现场应变能力。 ”北京劳动保障
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王建民
表示， 参赛选手主要在平台上操
作业务， 体验报关企业在通关无
纸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趋势下，
实际工作中的职业氛围和报关作
业流程。 大赛弱化了以往的报关
现场作业环节， 强化了互联网+
报关的专业思维，共决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据了解， 即使在本市生源减
少的情况下， 北京市高职院校报
关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招生仍然稳
定， 就业率保持在99%以上， 毕
业生受到企业的欢迎和青睐。

朝阳民政“一键呼叫”智慧养
老系统直通北京市999急救绿色
通道并设专属坐席， 为高龄空巢
老人居家医养解决难题。今年，朝
阳养老服务网、 热线、 手机APP
“三网合一”工作模式实现数据共
享。 其中“一键式”智慧养老终端
今年5月将达760户， 未来全区高
龄空巢户籍老人将有望免费安装
智能呼叫电话。

“这个小按钮，关键时刻可是
救了我一命! ”3月12日上午，家住
朝阳区华威西里的许阿姨突然在
家中晕倒在地， 等稍微恢复意识
后她紧急按下了放在桌上的一键
呼叫小按钮， 刚挂电话不到十分
钟，999就上门及时将许阿姨就近
送到垂杨柳医院救治， 因急救及
时，许阿姨很快脱离了危险。

许阿姨所说的 “小按钮” 正
是朝阳区民政局为潘家园街道独
居高龄老人免费安装的 “一键呼
叫” 智能装置。 这是一款专门为
高龄空巢孤寡老人量身打造的智
能设备， 包含安装在老人家中的
“一键式” 智能电话和便携式紧
急呼叫按钮。

“其中， ‘一键式’ 智能电
话内嵌小型定位系统， 同时将老
人的家庭地址和个人信息备份在
设备中， 一旦有紧急救助需求或
家医服务， 按键后系统自动转至

999或社区服务中心， 专业人士
将在第一时间出动提供服务 。”
华威西里社区养老驿站负责人介
绍， “同时， 我们还为老人准备
了一个便携器， 通过蓝牙系统与
智能电话连接， 居家老人随身携
带， 一旦老人在家里需要紧急救
助时， 智能电话又不在身边， 可
通过挂在身上的便携式紧急呼叫
按钮发送求救信息。”

“一键呼叫”智慧养老服务系
统还在999急救中心设有专属服
务器、通讯线路和专属坐席，确保
老人在发出求救信息后，999急救
中心能第一时间接收到。 “一键
式” 智能终端机上还有 “家庭医
生”“生活服务”按键。

潘家园街道作为朝阳区民政
局智慧养老建设的先行试点单
位， 2017年已为260户老人免费
安装了 “一键式” 智能终端， 许
阿姨就是潘家园街道智慧养老的
第一批受益者。 2018年， 朝阳区
民政局继续在潘家园街道推进智
慧养老试点， 到今年5月， 将为
500户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免费安
装 “一键式” 智能终端。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在试点工作结束后， 如果效
果显著， 将进一步扩大范围， 未
来全区高龄空巢户籍老人将有望
免费安装智能呼叫电话， 届时，

朝阳区 “一键式” 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体系将惠及更多老年人。

“一键式” 智能终端只是朝
阳区探索智慧养老模式的一个方
面， 目前， 朝阳区智慧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该负责
人介绍 ， 朝阳区八里庄 、 奥运
村、 安贞、 来广营等街乡已经在
“智慧养老·医养结合” 试点上进
行了有益的先行探索， 先后为老
人发放了智能腕表， 开设科普体
验厅， 配备虚拟运动机、 自助健
康管理桌， 用智能化手段实现对
老人健康的风险评估及干预管
理。 下一步， 可实时监测老人心
跳、 翻身、 睡眠质量等数据的智
能床垫、 具有提醒功能的智能药
盒、 可装在老年人腰带上的行为
监测设备等 “智慧养老” 设备也
将在部分街道先行先试。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 作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区， 下一步， 朝阳区民政局将利
用互联网、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推
进餐桌、 助浴、 医疗和保洁服务
“四进” 服务， 加快养老服务大
数据建设， 计划2018年完成朝阳
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升级完
善， 朝阳养老服务网、 朝阳养老
服务热线 、 朝阳养老手机APP
“三网合一” 工作模式实现数据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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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本周， 以 “春韵香山” 为主
题的香山公园第十六届山花观赏
季进入最佳观赏期， 本届山花观
赏季融自然环境、 山野花卉、 地
栽植物、 园林小品于一体， 营造
“春色满园 山花烂漫” 的美丽春
景， 布展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
目前， 园内的紫玉兰、 丁香、 梅
花、 榆叶梅、 红枫、 连翘、 花毛
茛、 角堇、 三色堇、 金鱼草等5
万余株春季植物已相继绽放， 山
花观赏季将持续到5月6日。

本报记者 邱勇 文/摄

春韵香山
山花烂漫

“一键呼叫”智慧养老终端自动转至999或社服中心

“加油， 我在终点等你们！”
昨天， 当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大
批运动员跑过安贞桥13公里收容
车时， 参加保障任务的公交电车
分公司第七车队司机韩智杰站在
车旁， 为运动员加油。

早晨4点， 韩智杰从家中出
发， 先到车队开上保障车，5点半
前赶到先农坛体育馆集合， 接上
保障车的裁判和志愿者， 抵达13
公里收容点，静静等待运动员。

韩智杰有着24年专业驾驶经
验， 参加过APEC会议等多项大
型政治保障任务， 车队所有车型
的车辆他都开过。 今年是公交电
车分公司首次接手北京国际长跑
节收容车保障任务。 韩智杰和同
事从接到任务开始， 接受了多场

学习培训， 在车队组织勘察路线
的基础上， 他们又利 用 休 息 时
间重走线路 ， 保证万 无一失 。
车队工会还增加一次急救常识的
培训， 以备出现意外状况， 司机
可及时援助。

韩智杰是公交123路的司机，
主要开早晚高峰的公交班次， 是
路段最堵 、 人员最多 、 耗时最
长、 奉献最多的班次， 这也磨练
了他的耐心。 平时有时间， 他喜
欢抖空竹、 抡鞭子的运动， 锻炼
身体。 等待的时间， 韩智杰击掌
为运动员加油鼓劲儿。

8点55分，3名运动员上了韩
智杰所在的12号车， 随着关门车
辆的驶过，韩智杰跟在后面，朝向
鸟巢终点，缓慢行驶，车况平稳。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近日， 北京住总集团工程总
承包二部新馨苑657地块项目部
特邀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院医护人
员来到项目， 测量血脂、 血压、
心电图等， 为30余名农民工兄弟
建立了健康档案。

“检查时大夫发现我血压有
点高， 嘱咐我平时饮食要清淡、
尽量少抽烟、 不喝酒。 如果不是
项目部关心咱， 找到专业的医护
人员给我们体检， 我还不知道自
己血压偏高呢。 这要感谢项目部

啊！” 农民工芮昌林说。
“知道农民工兄弟赚钱不易，

都想多存点钱寄回家里， 舍不得
花钱去医院做体检，所以项目部
干脆把体检服务送到工地上，
既保障了作业工人的身体健康，
也避免了不安全的用工因素。”该
项目党支部副书记李连锁说，下
一步， 项目部将结合此次检查结
果，合理调整用工时间 ，并安排
有需要的农民工复检， 保障农
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柯玉乾/摄

朝阳高龄空巢老人将获一键急救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30名选手体验“报关员的一天”
4月14日， 由中建三局北京

公司主办的 “绿·建未来” 单身
青年联谊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拉开帷幕， 来自中建三局在京
各单位和首都其他企事业单位
150余名青年男女参加。

“遇” 金香的破冰之旅， 现
场青年男女迅速了解对方信息。
向阳花环节， 分好组的男女队友
手拉手围成圆环， 用呼啦圈依次

穿过所有人的身体， 队员间相互
拉着的手不能放开。 “踩” 叶草
环节， 同组成员配合破坏其他组
参赛成员气球， 并保持自己的气
球不破。 穿心 “连” 环节， 每人
嘴里叼一支吸管把钥匙环往下
传， 一不小心就会 “触电”。

据悉，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已
经连续三年举办大型青年联谊活
动，累计有20余对嘉宾牵手成功。

4点出门保障北京国际长跑节

150名单身青年联谊“建未来”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周虹

项目上的农民工有了健康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