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歇歇脚、 喝口水、 解内急、
一键呼救 、 购买老年营养餐
……今后这些困扰老人居家养
老的问题， 随着东城区朝阳门
街道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的开
展深化， 都将逐一解决。 通过
引入社会力量与政府共同参与
养老服务， 用新思路来解决居
家养老问题， 40多家商户成为
第一批 “吃螃蟹” 的人， 签约
加入养老服务联合体。

今年8月1日， 朝阳门街道
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开始筹备
工作。 动员商户加入并为老人
提供6+N项服务项目： 歇歇脚、
喝口水、 解内急、 防走失、 敢

救助、 助老包以及其他企业自
发的服务项目。 9月3日， 朝阳
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带队， 分成两组与社区低龄老
人志愿者走访区域内所有商户，
说明联合体的定义、 价值 、 责
任权利等。

经过初步梳理， 总共走访
了90家商户 ， 90%以上商户有
意向加入联合体中来。 街道养
老服务机构如新鲜驿站、 头条
驿站、 照料中心， 签约服务商
如阳光家政等， 公共服务商如
广发银行、 地区商户如张记大
红袍、 链家等商户都积极响应
加入助老行列。

近日，东城区工商联、区文联
联合举办慰问非公经济人士惠民
文艺演出。 东城区工商联向各基
层商会赠送记录区工商联系统表
彰的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事迹的书籍， 东城区文联的艺术
家奉献了文艺节目。 东城区工商
联在全市率先实现17个街道商会
联合党委全覆盖，以“六抓六新”
打造非公企业党建 “东城模式”，
探索出“党建引领” 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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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昨天， 记者从海淀区学院
路街道了解到， 已开门迎客的
展春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累
计接待800多人次到访， 是该街
道首家A级养老驿站。

9月10日教师节 ，362.18平
方米的展春园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开门迎客，是目前街道辖区内
运营最大规模的公建民营养老
驿站，可提供日间照料、助餐服
务、 心理慰藉等基础养老服务，
以及助医、助浴、康复护理、法律
咨询等延伸性功能。

试运营当天， 供应营养餐
130多人份， 提供理发等便民服
务30多人次、 康养理疗服务50
多人次， 累计接待到访200多人
次。 该驿站的建成运营， 有效
改善了街道西南片区养老服务
能力不足的问题。

展春园社区有3600多户居
民，常驻人口1.2万，60岁以上长
者2600多人，是学院路老年人口
最多的社区之一，加上周边的地
大一社区、 地大二社区，60岁以
上长者规模超过5000人。

在此前， 展春园社区及周
边没有相应的养老服务设施 ，
为满足居民的养老服务需求，在
学院路街道办事处统筹协调下，
展春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于今
年5月立项， 经过3个月的努力，
把超市和粮店改造成为一个温
馨、明亮、功能齐全的“医康养”
结合的A型养老服务驿站。

据悉， 试营业以来， 展春
园社区养老驿站已累计接待800
多人次 ， 提供营养餐 400多人
份， 为推动养老驿站运营模式
的探索提供了参考样本。

“这边是三个黄色圆，那边
是绿色的，一样的牌是哪张呢？”
9月11日，建国门“银龄游戏日”
开启， 这是继8月初东城区民政
局、东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北京开心果老龄产业促
进中心承办的“爱游戏、增活力”
东城区专业乐龄游戏项目在东
城区各养老驿站率先推广以来，
建国门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主
办的第一期辖区内“乐龄盛会”。

首席游戏师刘芳在前期陆
续接受了集中式授课培训、 进
社区现场演练等多种形式的
“提升” 后， 与社组联的工作人
员 、 “慈爱嘉 ” 的导师一起 ，
为建国门老龄协会 “低龄组 ”

的老人们开启了一场集 “欢笑”
享 “乐龄” 的旅程。

在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各老龄协会的会员
们看着这一桌桌“似曾相识”“琳
琅满目”的游戏道具，根据喜好
自发地坐在了一起，讨论着游戏
规则、试玩着游戏项目。 在建国
门社组联负责人杨倩的致辞引
领下，四名游戏导师带领着组员
们在看似“严格”的规则，玩起了
“眼明手快”“五甘心”“积攒”“巧
板”等全脑、康乐、亲情类游戏。

据悉，自本月起乐龄游戏将
作为建国门辖区老年人的常态
化活动每月定期举行，让更多老
人在游戏中畅享“乐龄”晚年。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昨天，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联合平谷区委宣传部召开
第二届中国 （北京） 休闲大会新
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第
二届中国 （北京） 休闲大会由中
国旅游协会、 北京市旅游委、 平
谷区政府主办， 将于9月21日至
22日在平谷区举办。

论坛+旅游体验
探讨休闲旅游产业趋势

本届活动以 “城市文化与休
闲产业发展” 为主题， 通过以一
场开幕式暨主题论坛和三场高层
次的平行专题分论坛为主， 同期
开展多种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活
动为辅的形式， 全面呈现第二届
中国 （北京） 休闲大会。

第二届中国 （北京） 休闲大
会是平谷区为预热2020北京·平
谷世界休闲大会， 并为其积累专
家、 产业和企业资源， 也是世界
休闲大会正式进入 “北京周期”
后所举办的第一场落地平谷的休
闲领域专业国际大会。 此次大会
将汇聚众多国内外权威休闲专
家、 知名休闲企业、 官方机构、
政府部门和专业化民间组织代
表， 聚焦休闲领域热门话题， 发
布一系列休闲城市和产业发展的
最新研究成果， 集中展示休闲产

业的最新业态和产品， 传播休闲
生活理念。

第二届中国 （北京） 休闲大
会在嘉宾邀请、 活动组织形式以
及活动的专业性和体验性上， 都
较第一届中国 （北京） 休闲大会
有所提升。 活动主论坛除了邀请
到世界休闲组织主席罗杰·科尔
斯就城市文化驱动休闲产业发展
的新趋势发表演讲外， 世界休闲
组织专家费尔南多先生等专家还
将分别进行 “国际休闲名城的比
较与启迪” 等主旨演讲， 探讨休
闲领域前沿思考。 三场平行分论
坛， 将分别围绕 “城市文化与旅
游休闲 ” “城市文化与体育休
闲” “城市文化与休闲农业” 三
个主题， 邀请世界休闲组织代表
以及其他代表来进行此次的主旨
演讲和高端对话。

活动开幕当天将举行中国休
闲旅游发展研讨会， 对中国休闲
旅游产业趋势、 平谷旅游产品设
计及各城市发展休闲旅游产业的
经验进行探讨及交流。

平谷农民丰收节
引领休闲新时尚

除了学术论坛， 本届大会还
将同期举行2018国际休闲产业推
介博览会、 休闲时尚嘉年华、 平

谷农民丰收节等更具体验性的活
动 ， 通过展示 、 推介休闲新成
果、 新产品， 引领休闲新时尚。

随着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 批复的发布，
为推广农业休闲， 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 平谷区作为北京周
边农业休闲重点地区、 平谷大桃
产区， 为体现平谷 “生态立区”
的发展理念， 充分展示平谷农村
风貌， 特开展具有平谷特色的休
闲体验类节庆活动———平谷农民
丰收节。

平谷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
日至9月24日在平谷区风景秀丽
的金海湖景区举办。 平谷农民丰
收节集仪式感与体验性为一体，
将推出开幕式活动表演、 主题互
动展示及体验、 产品展销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动期间还
专门设立了互动抽奖环节， 奖品
有参展商提供的特色农产品、美
食商家提供的美食、 农科创企业
提供的名优农产品， 合作方提供
的平谷一日游等各类大奖。

中国 （北京） 休闲大会承办
地在北京市平谷区， 是北京市生
态涵养区， 位于首都东北部， 地
处京津冀三省市交汇处， 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节点优势明显， 平
谷区生态环境优美， 森林覆盖率
高达66.94%， 位居全市第一位。

“楼道里堆放东西，如果有突
发事件，下楼都成问题。 ”今年8月
初 ，有居民在 “北京昌平 ”APP问
政板块上反映问题， 称东环路五
号院楼道内堆放杂物， 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尽快予以解决。

了解该诉求后， 工作人员立
即与居民核实详细地点， 并将该
任务分派给城北街道。 街道安全
管理科立即组织三街社区工作人
员前往核实检查。 经查， 该小区
为老旧小区， 居民年龄偏大， 部
分居民不愿将旧物丢弃， 便堆放
在楼道内， 造成杂物越积越多。

随后， 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
户向居民宣传保持楼道整洁和畅
通的重要性， 并组织居民开展清

理整治， 将不用的杂物统一放到
楼下， 由居委会安排车辆统一清
运，令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快速高
效的处置获得群众的一致称赞。

“整治之前， 楼道里堆着很
多杂物， 装修用的沙子、 水泥，
各家不用的柜子……不仅影响小
区环境面貌， 也一定程度上妨碍
了居民出行， 还存在安全隐患。”
三街社区居民告诉记者 ， “在
‘北京昌平’ APP 上反映后， 社
区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现在楼
道干净多了。”

对 “北京昌平 ” APP而言 ，
群众满意就是最大的褒奖。 作为
区政府官方政务客户端， “北京
昌平” APP 于今年3月正式上线，

除设置新闻、 科技、 文化等10个
具有本地特色的新闻资讯栏目
外， 24小时运行的问政板块也为
居民搭建了一个反映诉求的平
台， 成为政府与群众互动的直达
快车。 运行半年以来， 问政板块
累计办理群众反映问题500余件。

记 者 打 开 “ 北 京 昌 平 ”
APP， 底栏处的问政板块十分显
眼。 点击进入后， 用户可在 “我
要问政 ” 处填写问题 、 上传图
片， 也可在 “已回复” 处查看其
他居民的疑问和解答。 借助便捷
的互联网形式， 群众动动指尖，
就能将需求和建议送达相关部
门， 使得一个个热点、 难点问题
得以圆满解决。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乔佳苹

“北京昌平”APP问政于民解难为民

学院路首家A级养老驿站试运营

同期将举办平谷农民丰收节、休闲时尚嘉年华等活动

东城区艺术家
慰问非公经济人士

建国门老人集“欢笑”享“乐龄”

日接待200多人次

□本报记者 盛丽

朝阳门启动养老服务联合体签约

中国休闲大会21日平谷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