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4月
22日是第50个世界地球日 。 昨
天，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主办 “减
少排放， 关爱地球” 主题论坛活
动， 当地企业家、 生态环境局工
作人员登台演讲， 就各自企业在
发展中如何做好环保工作以及房
山区政企如何同心倡导绿色发展
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 局长刘金表示， 房山区持续
加大大气、 水污染等方面治理力
度， 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水
环境质量不断好转。 他表示， 好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共
同参与， 更需要全区企业作为污
染治理主体 ， 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 科技治污、 主动作为。

丰台已建187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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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诗）从5月
1日起，20家提供急诊服务的市
属医院， 将统一实施急诊预检
分诊分级就诊，即“急诊分级”。

据介绍， 一级患者病情濒
危、 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即刻
进入复苏室或抢救室进行抢
救； 二级患者病情危重或迅速
恶化、 存在生命危险， 10分钟
内进入抢救室进行救治； 三级
患者病情急、 存在潜在的生命
威胁， 先于四级非急症患者优
先诊治； 四级患者为非急症、
病情程度一般， 需根据指引顺
序就诊。

世界地球日房山企业家话环保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丰台区委社会工委、 区民
政局了解到， 截至2018年， 丰台
区共建成187个 “一刻钟社区服
务圈” 示范点， 覆盖326个社区，
社区覆盖率达 97% ； “社区之
家 ” 共建共享试点累计建成40
个 ， “智慧社区 ” 试点250个 ，
社区覆盖率达78%。

据了解， 在2018年开展区街
“枢纽型”社会组织派驻社工试点
的基础上， 丰台区今年将扩大派
驻范围，向10个区街“枢纽型”社
会组织派驻社工，不断提升“枢纽
型”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服务能

力、管理能力。推进社区服务站改
革方面，继续探索“一站多居”，调
整人员配置，优化服务方式，推行
“综合窗口”“全能社工”模式。 加
强基层社区社会心理服务队伍建
设， 开展第二期 “社区心理指导
师”培养计划，培养80至100名社
区心理指导师。

今年丰台区将新建3至4家专
业社工机构。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
扶持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重点向
疏解整治促提升、 提升社区治理
水平 、 帮扶弱势群体等方面倾
斜， 继续扶持不少于40个社会组
织服务项目。

此外， 2018年， 丰台区在全
市率先开展由政府 “买单 ” 为
400名失智、 失能老人进行居家
上门照护或让其入住养老机构，
截至目前， 约为3600人次提供了
服务。

北京20家三级医院下月起“急诊分级”

本市严打“挂证”、虚假职介等现象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3月28

日至4月26日， 本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专项执法行动， 集中整治人力
资源服务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 规范市场秩序， 为促进劳动
者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依
法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益。

据介绍，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
法违规行为， 劳动监察部门将依
法处罚， 并将相关处罚信息通过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
示 ,实施联合惩戒 。 对专项执法
行动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
要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形成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惩戒
的长效机制 。 在行政执法过程
中， 完善行刑衔接机制， 发现涉
嫌构成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移送
公安机关。 对发现的涉黑涉恶线

索， 与相关单位形成排查处置、
线索移送机制， 及时摸排梳理并
核查转递。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组
织劳动者非正常频繁更换用人单
位牟取不正当利益， 以职业介绍
为名提供 “挂证” 信息服务等违
法违规行为， 记入其诚信档案，
依法向社会公布。 对以暴力、 胁
迫、 欺诈、 强迫交易等方式从事
人力资源服务涉嫌犯罪的， 由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查处。

对违反规定将 “乙肝五项 ”
作为体检项目， 提供或发布虚假
招工信息、 假借职业介绍为名骗
取求职者钱财， 以及其他以招工
为 名 牟 取 不 正 当 利 益 或 者 进
行 其 他违法活动的 ， 由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查处。 涉嫌

构成犯罪的，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对利用互联网虚拟招聘实施
诈骗， 以及发展下线、 缴纳会费
等诱骗劳动者从事传销活动等违
法犯罪活动， 特别是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 强迫劳动等扰乱经济
社会、 生产生活秩序的黑中介，
将结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及时摸排涉黑涉恶线索， 会同相
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同时， 人力社保部门还将进
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 保障广
大劳动者便捷及时维权。 对用人
单位加强用工指导， 引导督促其
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
营造良好的用工氛围。 积极将隐
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为广大劳动
者创造公平、 有序的就业环境，
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康养体
验、 早教服务、 图书室、 儿童游
乐园……4月22日 ， 面积1400平
方米的广外街道红居街党群活动
服务中心暨 “有氧街区” 正式开
放。 据悉， 这处利用腾退地下空
间打造的基层党建工作阵地和综
合性便民服务空间将覆盖周边上
万名居民， 为他们提供活动共享
空间。

据悉， 此处地下空间曾是群
租房， 大大小小的隔断间有114
间， 住了近200人。2016年8月，广
外街道地下空间整治触角延伸到

这里。在产权单位的支持下，租户
劝离了，隔断拆了，地下空间空出
来了。 广外街道充分发挥党建在
促进民生工作中的引领作用，租
用地下空间后， 引进专业的服务
商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目前，
这里可以提供党建服务、 公益活
动、养老慰老等多个服务项目。

广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心分时段、 分项目采取有偿、
低偿和无偿三种服务模式， 既能
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
同时也能让运营方适当盈利， 让
服务能持续开展下去。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佳玮） 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
4月20日起， 该区城市志愿者已
正式上岗， 为广大市民和来怀游
客、 记者等提供优质周到的志愿
服务。

据了解， 怀柔区在雁栖镇顶
秀美泉小镇、 怀北镇河防口、 龙

山街道汽车站、 慕田峪旅游景区
和怀柔区媒体咨询接待处， 设置
了五个志愿服务站点， 工作时间
为8时30分至17时30分， 预计共
有160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开展
为期8天的信息咨询、 道路指引、
语言翻译、 秩序维持等志愿服务
工作。

怀柔城市志愿者正式上岗

本市创新推动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4月22
日， 北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
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系列活动正式
启动 。 继3月份 “传承红基因 ，
放飞中国梦” 主题宣传活动后，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还计划通过以
舞蹈、 唱歌、 演讲、 书画等形式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会化退休人
员爱国主义系列教育宣传活动。

据悉， 目前北京市纳入社会
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已达到
84.2万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全
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
署，计划在2020年年底前，把尚未实

行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已退休
人员纳入社会化管理服务范围，
未来两年，本市将有120万存量国
企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

为确保街道和社区接得住 、
接得稳、 接得好， 市人力社保局
积极探索 “低龄助高龄” 的服务
互助模式， 印发了 《聘用退休人
员在社区从事社会化管理服务工
作试点方案 》， 采取先行先试 、
分步实施的方式， 分别在管理退
休人员较多的东城区朝阳门街
道、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中， 每个
社区试点聘用至少1名退休人员

担任社区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
负责本社区退休人员的信息采
集 、 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
证、 组织活动、 指导开展养老互
助、 自管组织建设、 大病探望等
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通过试点探索， 既充分发挥
了退休人员的经验和技能优势，
缓解了城镇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带来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力量供给
严重不足的问题， 又进一步健全
了管理服务体系， 促进社会化管
理服务工作可持续发展， 探索出
了一条具有首都特点的社会化管

理服务新路径， 增强社会化管理
退休人员融入社会、 服务社会的
价值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时，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还
积极探索 “互联网+人社 ”模式 ，
利用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
统———人事档案公共管理服务子
系统，建立了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信
息网络服务监管平台， 从统计分
析、 档案信息查询等方面实现了
方便快捷的管理服务模式。 截至
目前， 全市已完成社会化管理退
休人员人事档案数字化加工75万
份，11个区上线运行，从而让信息

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成为现实。
下一步， 本市将加快推进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会化管理
服务范围的进程， 进一步充分发
挥社区自管组织作用， 探索建立
“低龄助高龄” 的社区服务互助
模式， 建立健全 “互联网+” 模
式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手段， 全面
整合和简化各类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转接政策和办事流程， 整合
各类资源， 优化服务手段， 以满
足退休人员不同层级的服务需
求， 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20万国企退休人员将纳入服务范围

20家提供急诊服务的市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

便民服务宣传、 外语进社区、 绿色拼图……近日， 以 “纪念变迁
路 传承金鱼情 展望新时代” 为主题的东城区天坛街道2019年金鱼池
社区回迁纪念活动如期拉开帷幕。 据了解， 为期3天的5场活动， 将直
接惠及3000余名金鱼池地区居民。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金金鱼鱼池池居居民民喜喜迎迎回回迁迁纪纪念念日日

广外群租房变身“有氧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