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7日 ，
记者从市药监局获悉， 近年来北
京市全力打造北京医疗器械创新
中心， 市药监局积极服务引导企
业研发注册创新医疗器械产品，
自国家出台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以来， 在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
54个创新医疗器械中， 北京市企
业研发的共有18个， 占全国获批
总数的1/3。

其中， 本市企业研发的 “神
经外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 “植

入式骶神经刺激器套件” “全自
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等填补
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更好地满足
了群众的健康需求。 市药监局在
审评审批过程中对企业申报创新
医疗器械开通绿色通道， 实施专
人负责、 提前介入、 全程指导，
创新审查时限由20日缩短至2日，
注册质量体系核查时限由30日缩
短至6日， 加快推进这些创新性
强、 技术含量高、 临床需求迫切
的创新产品上市， 能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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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华社电 记者7日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最高检、国务院扶
贫办近日联合下发关于检察机关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
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加大司法过
程中对贫困当事人的救助工作力
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意见明确了贫困当事人的范
畴， 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
过程中发现案件当事人符合刑事
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
或者严重残疾， 因加害人死亡或
者没有赔偿能力， 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刑事案
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
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
费用等七类情形之一， 且属于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当事人， 应确
认为贫困当事人。

根据意见， 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贫困当事人
的， 应当立即启动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程序， 指定检察人员优先办
理， 并在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将
有关案件情况、给予救助情况、扶
贫脱贫措施建议等书面材料移送
扶贫部门。

意见明确规定， 扶贫部门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发现贫困当事人
的， 应当作为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线索， 在五个工作日内移送人民
检察院。 对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
命， 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
侵权行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急
需救治， 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
的贫困当事人， 扶贫部门应当立
即告知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
可以先行救助， 救助后及时补办
相关手续。

意见还指出， 人民检察院和

扶贫部门应当加强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与扶贫脱贫措施的衔接融
合， 主动对接定点扶贫单位和责
任部门， 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力
量， 帮助贫困当事人通过产业扶
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
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脱贫。对
无法依靠产业扶持等措施实现脱
贫的贫困当事人， 帮助实行政策
性保障兜底脱贫。

据介绍，2018年4月， 最高检
部署开展 “深入推进国家司法救
助工作”专项活动，要求各级检察
机关将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深度融
入精准扶贫工程， 为因案增贫、
因案致贫、 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
及时提供有效帮扶 。 至 2018年
底， 全国检察机关共救助12924
人 ， 发放救助金18747.53万元 ，
4792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加大对贫困当事人司法救助力度
最高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意见

本报讯 （记 者 盛 丽 ） 昨
天， 中国科学技术馆与北京公交
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国科
技馆新馆举行。 根据协议内容，
双方将在共享科普资源、 共建科
普活动和融媒体协同宣传等领域
深化战略合作。

据了解，根据协议安排，北京

公交集团将立足企业优势和行业
特色，借助国企开放日、企业共建
交流、 主题展览展示和专家基层
授课等主题活动， 与中国科技馆
一道丰富科普活动的形式与内
涵，建设集科普宣传、活动推介、
互动交流于一体的融媒体协同宣
传平台，提速地面公交科技创新。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 3月6
日， 北京高院召开涉民生案件执
行情况新闻通报会。 记者从通报
会上了解到， 自2018年12月20日
起全市法院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
执行行动以来， 共执结涉民生案
件2864件 ， 执行到位1.74亿元 。
其中 ， 执结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781件， 执行到位3198万元。

2019年春节前， 全市法院共
开展10次集中发款活动， 向570
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案款1271万余

元， 让这些涉民生案件的当事人
高高兴兴回家团聚。 依法采取各
项强制措施， 加大对规避、 抗拒
执行行为的惩戒力度， 对3445人
次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将1594人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14名
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对
53名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 促
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对308件
符合条件的执行案件发放保险救
助金799.99万元， 力求让保险救
助金解申请执行人的燃眉之急。

法院两个半月执结781件涉农民工工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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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一村”赛后将成为奥林匹克公园
新华社电 记者从有关部门

获悉，对于赛后利用计划，北京冬
奥会结束后，张家口赛区“三场一
村”将作为奥运遗产永久保留，成
为奥林匹克公园。

“三场一村”是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的主要赛事场馆， 其中
“三场”是跳台滑雪场、越野滑雪
场和冬季两项场，“一村” 是冬奥
会运动员村。

跳台滑雪场将按照整个跳台
结构特点， 在赛后将打造成集高
端会议、 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商务

旅游特色区域。 滑道部分在冬季
将保留原有滑雪功能， 能够提供
赛事和专业训练相关服务， 夏季
可在滑道种草， 设置与滑草相关
的娱乐项目。

越野滑雪场赛后将场地重新
利用，打造成“山地公园”和“户外
冰上娱乐中心”， 计划承办马术、
户外野营等体育休闲活动。

冬季两项场在赛后保留部分
功能用房和赛道， 在冬季将设置
适合儿童滑雪的培训和冰雪体验
项目， 夏季开展马术、 山地自行

车、山地轮滑等体育休闲项目。
据介绍， 张家口市计划依托

奥运资源， 力争将赛事核心区打
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本报讯（记者 唐诗） 7日，记
者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 从2018
年12月起， 北京市0到6岁儿童残
疾筛查工作开展。 残疾筛查工作
确定了16家残疾筛查复筛机构和
13家诊断机构。

根据儿童年龄特点， 将0到6
岁儿童听力、视力、肢体、智力和
孤独症残疾筛查纳入常规儿童保
健工作，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初步筛查。 妇幼保健院承担辖
区儿童残疾复筛工作， 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转介的疑似残疾儿童
进行复查， 将复查阳性儿童进行

疑似残疾分类， 并转介至相应的
市级儿童残疾诊断评估机构，做
好复查结果的登记、整理和随访。
市级儿童残疾诊断评估机构对各
区妇幼保健机构转介的疑似残疾
儿童进行诊断与评估， 并对确诊
的残疾儿童出具诊断评估证明，
提供康复和医疗需求信息服务。

残疾筛查工作明确了筛查方
法和转诊标准， 确定16家残疾筛
查复筛机构和13家诊断机构 ，建
立筛查阳性儿童对口转诊关系，
确保筛查阳性儿童及时有效转诊
就医。

北京创新医疗器械获批数占全国1/3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三八”
节来临之际，昨天，北京冬奥场馆
冰立方成立首个“三八”突击队，
突击队由6名中建一局建设发展
公司的女建设者组成， 她们将自
己的名字写在青年突击队队旗
上， 成就水立方向冰立方的华丽
转型， 满足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的赛事需求。

目前， 这支突击队的女建设
者们正在进行工程的前期筹备，
她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水立方
的志愿服务， “我们想把女建筑
人的精神带到水立方， 为大家呈
现一个更加多元的水立方， 更加
多彩的北京冬奥会。” 女建设者
王赫说。

据悉，从2004年新建水立方，
到水立方赛后运营改造、APEC会
议升级改造， 再到如今的水立方
冬奥改造，16年来，中建一局共有

40余位女性职工见证这座世界级
场馆的成型或转变。 在如今水立
方冬奥改造工程的6位女职工当
中，就有3位成员参与过水立方的
前期建设。 随着工程的开展，未

来， 这座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承
担冰壶比赛的世界级体育场馆，
将承载着属于她们的一份精彩和
荣誉，见证中国体育事业的成长，
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 邱勇 摄

微微型型消消防防站站大大比比武武
近日， 海淀区四季青镇在海淀消防支队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微型

消防站实战演练大比武。本次比赛共有22支队伍参赛，比赛项目贴近实
战，包括一人两盘水带连接操作、佩戴空气呼吸器、穿戴战斗服3个比赛
项目。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指路咨询服务、 宣传文明出
行、搀扶老人上下车、征求乘客对
公交的意见……3月5日， 电车分
公司第十四车队党支部开展了以
“建功新时代 志愿更精彩”为主
题的党日活动。当天上午九点，在
414路海淀五路居站台， 车队党、
团支部组织党团员、 积极分子20
余人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宣传
活动，受到了乘客的称赞。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鸿源 摄影报道

公交党团员
站台献爱心

北京市确立13家儿童残疾诊断机构

公交集团联手中国科技馆提速创新

冬奥工程冰立方成立首个“三八”突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