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
委党校召开2018年科研工作大
会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
研讨会。 来自中央党校、 北京
市委党校 、 市社会主义学院 、
朝阳区委区政府研究室、 朝阳
区委组织部、 朝阳区委宣传部、
朝阳区党史办、 朝阳区党建研
究会等区内外20余家单位的领
导、 专家和嘉宾以及区委党校
全体教职员工近百余人参加了
会议。

科研工作大会对改革开放
以来， 朝阳区委党校的科研工
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 肯
定已经取得的成绩， 提出了下
一步的工作思路。

此次大会是朝阳区委党校
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
校科研工作专题会议。 改革开
放以来， 朝阳区委党校科研经
历了从无到有、 从量到质的发
展过程 ， 取得了比较突出 的
成绩 。

近年来，随着中央、北京市
委对党校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朝阳区委对党校科研
和决策咨询工作也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党校科研工作树立
了“四个聚焦”的目标，聚焦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部
署，聚焦朝阳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党的建设重大问题，聚焦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问题，聚焦党
情民情舆情开展前瞻性研究、对
策性研究和动态研究，及时提出
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围绕这一目标， 朝阳区委
党校对科研工作进行了深入研
究 ， 将课题研究 、 案例研究 、
决策咨询研究三项工作有机结
合， 形成了 “三研合一” 的工
作格局， 努力发挥好党校的智
库作用。

近三年， 区委党校申报立
项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中， 校
外课题占30%以上 ， 荣获省部
级奖项6项， 北京市党校系统优
秀科研成果奖5项， 区党建研究
会、 区党史研究会等部门课题
研究成果奖11项， 有的提炼为
决策咨询报告， 有的进入培训
课堂， 促进了教学、 科研、 决
策咨询融合发展。

此外， 区委党校还将案例
研究围绕朝阳先进经验和典型
做法开展。 近年来， 先后有5篇
案例转化为主体班案例教学课
程， 5篇案例在全国性的案例评
选中获奖， 其中 《创新基层党
建服务体系， 以党建引领社区
各项事业发展》 在第三届全国
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评选中荣获
“最佳案例奖”。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规划整齐的公寓楼、 干净整
洁的社区医院、 生机盎然的小公
园， 甚至还有一所充满童趣的幼
儿园……这不是配套齐全的高档
社区， 而是一家养老院。 近日，
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三河燕郊
经济开发区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
养护中心， 探访这家颠覆传统印
象的养老院。

软硬件齐全
“天轨” 助失能老人行动

温泉游泳馆、 健身房、 棋牌
室、 图书馆、 超市……金色年华
健康养护中心里各种硬件设施一
应俱全。 “我觉得这里吃的、 住
的， 都很好。 尤其是很多细节，
为我们老人考虑得很周到。” 正
在用餐的邓玉香老人开心地说。
今年85岁的邓玉香， 北京人， 9
月份才入住养护中心。 来之前还
担心不适应， 但是住进来之后，
这种疑虑很快就打消了。

记者在老人们住的房间里发
现， 卧室的床头旁、 客厅的沙发
旁， 甚至是洗手间的马桶旁都安
装了“一键呼叫”装置，装置下还
特别安装了一根红色绳子。“万一
老人遇到身体不舒服等紧急情
况，就可以按下按钮，或者拉动绳
子。我们每栋楼都有护士站，护士
们会给予老人相应的救援。”养护
中心营销总监李东辉介绍说。

李东辉表示， 为让老人们住
得更加舒适，他们动了很多心思。
“护理区房间里所有的床，我们没
选择医院那种塑胶质地的， 而是
选用了深色木质的， 一样有升降
功能。为防止老人磕碰，所有家具
也都设计成圆角。 厕所镜子也可
以调整角度，驼背的老人、坐轮椅
的老人都可以照到。 “

在半自理和非自理老人的居
住区， 记者在天花板上发现了很
多轨道。 原来， 这叫做 “天轨移
位系统 ”， 专为失能老人打造 。
不管是想去厕所洗漱洗澡， 还是
想到楼里的餐厅用餐， 只要护理
人员为老人穿上特制的吊衣， 就
可以使用这套系统 “行动”。

除了硬件设施， 金色年华健
康养护中心里的 “软件” 也备受
老人们的欢迎。 尤其是这里的老

年大学， 开设了书法、 绘画、 京
剧、 时装表演等20多种课程， 拥
有了600多位 “老学员”。

“医养康” 结合
一水之隔就诊三甲医院

采访中， 记者发现， 老人们
在医疗方面的需求， 健康养护中
心也都进行了配置。 老人们居住
的每栋楼， 甚至是每层楼里都有
医护人员。 养护中心还设置了一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之一水
相隔的地方， 还有一座三甲医院
燕达医院。 目前， 燕达医院已经
与北京朝阳医院、 天坛医院、 首
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
京中医医院等签订合作协议， 专
家会定期在燕达医院坐诊。

此外， 今年， 健康养护中心
还加强了 “康复” 服务， 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护理区的每栋楼
一层设置了康复大厅， 引进了专
业人才和器械， 在燕达医院开设
了老年康复科， 将 “医养” 结合
升级为了 “医养康” 结合的养老
服务模式。

午间， 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康
复大厅里， 今年87岁的王阿姨正
在康复师的帮助下进行下肢康复
训练。 她告诉记者， 去年， 她在
养护中心独自外出时 ， 不慎摔
伤， 就享受到了 “绿色通道” 服
务。 “急救人员非常有经验，看了
下我的情况， 就先带我回房间取

了换洗的衣服， 然后直接推到了
医院的病房， 医生来了就给我看
病拍片子 ， 没有中间的挂号环
节。 ”之后，她进行了手术，置换了
关节。 因为个人体质原因，术后，
王阿姨仍有痛感， 最近在专业康
复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康复训练。

小病不出楼， 大病有保障，
急病走绿色通道， 康复享专业指
导……这让居住在健康养护中心
的老人们心里踏实了不少。

未来成最大养老社区
模式将在全国推广

目前， 养护中心一期2000多
张床位已经住满， 刚刚开放的二
期共有8000张床位。 未来， 这里
将成为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养老
社区。

记者了解到， 养护中心虽然
地处河北， 但入住的老人当中有
95％来自北京。 去年， 燕达医院
还成为北京市参保人员持卡直接
结算医疗机构。 北京老人在这里
就医可以直接刷社保卡。

燕达集团副总裁李海燕骄傲
地说， “其实， 从2012年起， 我
们就主动和北京的一些单位对
接， 承接养老功能。 现在， 我们
是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试点
单位。 去年， 还被国家发改委、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选为 ‘首批
国家养老服务业发展典型案例’，
作为行业典范面向全国推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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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来到密云区穆家峪镇辛安庄
村幸福晚年驿站， 正赶上村医到
驿站为老年人巡诊、 体检， 这便
形成了医养结合的新模式 。 昨
天， 记者从密云区获悉， 今明两
年， 密云区将新建首批50个医养
结合的幸福晚年驿站， 让集中养
老的老人享受便捷医疗服务。

据了解， 幸福晚年驿站是密
云区2015年结合农村特点， 探索
建立的养老服务新模式， 利用集
体或个人闲置房屋， 通过腾退、
租赁或流转改造成村级的养老服

务设施， 就近为居家老年人提供
日间照料 、 短期托老 、 文化娱
乐、 助餐等服务， 真正实现老人
养老不离土、 离家不离村 。

“幸福晚年驿站的建设， 是
构建区、 镇、 村三级养老服务体
系的基层基础。 驿站作为镇街养
老机构服务功能的延伸下沉， 为
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密
云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村
级医养结合设施是密云区解决农
村地区医疗和养老难题的有益尝
试， 属于民生保障工程。 医养结

合幸福晚年驿站项目建成后， 将
实现村内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的
有效衔接， 为更多的老人服务。

就拿辛安庄村幸福晚年驿站
来说， 目前该村十名老人长期在
此养老，另有十几名住家老人，享
受驿站提供的助洁、代缴代购、送
餐等服务。 辛安庄村幸福晚年驿
站专门开辟医务室， 村医每周有
两天巡诊， 每个季度还将为所有
老人进行健康体检， 且巡诊和体
检均记录在案， 方便梳理老人病
例和观察老人身体健康状况。

“大家听我口令 ， 预备 ，
开始！” 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
下， 沉重粗糙的钢筋随着参赛
队员上下翻飞的手腕， 在不到
一小时的时间内就渐渐 “合
体”， 成为一副 “栋梁”。

在北京城建北方集团职工
技能竞赛现场， 来自于全国30
多个项目部的100多名员工同台
竞技。 本次竞赛不仅有基础知
识笔试 ， 而且还有试块制作 、
钢筋绑扎等实操比赛， 考试内
容涵盖了质量 、 技术 、 安全 、
机电、 BIM等多项内容。。

“今年是北方集团技术质量
管理年。”该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王振兴介绍说，“今年在延
续以往技术创新优、质量把控严
的基础上， 还将通过基层巡检、
现场自检及技能竞赛、劳动竞赛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面提高施
工现场管理水平。 ”

绑扎钢筋， 这项一线建设
者熟悉的工作， 对于现场不从

事具体操作的管理人员来讲 ，
上起手来也会略感生疏。 而本
次竞赛活动的开展， 就是为了
督促项目管理人员加强对基础
知识和实操技能的学习， 增强
现场指导、 引导、 检查和监督
的能力， 从而为日常管理中科
学有效指导现场作业人员规范
施工奠定了基础。

该公司组织项目管理人员
开展技能实操竞赛， 在提高职
工综合素质， 激励广大员工提
升自我、 爱岗敬业的同时， 也
在为更好地指导一线建设者 、
培养新时代产业工人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当前， 建筑业
的改革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进建
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 培育新
时代现代化建筑产业工人。” 近
年来， 北方集团积极响应号召，
依托企业管理优势， 通过多种
措施， 为企业培养产业工人打
开一条新的通道。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石福睿 文/摄

———探访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
京籍老人河北享受“全能型”养老服务

为企业培养产业工人打开新通道

密云将建50个医养结合幸福晚年驿站

朝阳区委党校打造“三研合一”智库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举办职工技能竞赛

围绕区域发展 “四个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