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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刘嘉豪 杜洋） 记者昨天从延
庆区水务局获悉， 在水利部公布
的第二批58个通过全国水生态文
明建设试点验收城市名单中，延
庆榜上有名， 获评全国水生态文
明城市。

据了解， 延庆区2015年启动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试点期间， 延庆区建立了完善稳
定的地表水、 地下水联村供水系
统，有效解决了2万余人的饮水困

难问题； 村镇污水处理率由试点
前的35.3%提高到68.5%， 全区水
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稳居全市
水环境质量前列； 实施生态清洁
小流域治理、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
理等工程， 进一步提高了全区防
灾减灾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延庆
区还以生态水系为骨架，以“山水
林田湖草” 为纽带， 通过河湖清
淤、栽植水生植物、实施世园冬奥
主题景观提升等工程， 打造健康
水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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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现“急诊分级” 成立一站式大型检查集中预约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急诊三
区四级就诊、 成立一站式大型检
查集中预约中心、 一站式住院服
务中心床位弹性管理……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北
京朝阳医院围绕北京医耗联动综
合改革，坚持改革和改善同步，打
破院内科室间管理壁垒， 采用多
种形式的“一站式”服务，让患者
在院内少“跑腿”。

今年5月1日起， 包括朝阳医
院在内的北京20家三级医院的急
诊科就诊无“先来后到”，统一实
施急诊预检分诊分级就诊， 简称
“急诊分级”，目前，朝阳医院已完
全实现了急诊预检分级就诊。急

诊患者按照病情轻重分为四级，
分别在朝阳医院的急诊抢救室、
留观区和流水区三个区域就诊，
病情的危急程度决定就诊顺序，
而非先来后到的顺序。

同时， 朝阳医院成立一站式
大型检查集中预约中心。 朝阳医
院整合 、 重组各项检查项目流
程， 设立一站式集中预约中心，
替代原来各个医技科室的分散预
约。 对接自助机、 APP 等自助设
备， 实现患者检查的自助报到等
功能 ， 缩短了患者在院滞留时
间。 朝阳医院副院长、 新闻发言
人李晓北介绍， “拿出全院30%
的床位打破科室间、 科内主诊组
间床位壁垒 ， 实施床位集中管

理、 按需弹性调配， 保证疑难、
急 、 危重症患者收治 。” 同时 ，
手术科室患者在办理住院当日即
可完善部分术前检查， 缩短术前
平均住院日。

一站式患者服务中心提供诊
前、诊中、诊后等一站式服务。患
者服务中心由门诊办公室、 医保
办、 社工办等多部门共同接待患
者，主要提供就医诊疗咨询服务、
医疗证明盖章服务、 投诉接待受
理服务、便民惠民利民服务等。

京津冀三地实现进港高铁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7月10日零时起， 全国
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10时
58分， 随着京津冀地区首列直达
香港西九龙的G305次复兴号列
车从天津西站出发， 京津冀三地
实现进港高铁列车的全覆盖。

据悉， 此次调图新增的这对
进港复兴号列车是天津地区首趟

开往香港方向的高铁列车。 中途
停靠河北境内的雄安新区白洋淀
站、 石家庄站和邯郸东站。 除终
点站香港西九龙站外， 列车途经
郑州东 、 武汉 、 长沙南 、 衡阳
东、 广州南、 深圳北、 福田等热
门车站， 全程2450千米， 运行仅
需10小时左右， 全程二等座票价
1092.50元。

备受关注的雄安新区白洋淀

站，于2015年12月28日开通运营，
位于雄安新区西北部。如今，在白
洋淀站停靠的列车也从开通之初
的9列增至54列。该站旅客发送量
逐年递增， 开通至今累计发送旅
客130万人，日均发送人数从最初
的520人增至今年6月底日均1559
人次。 随着新的列车运行图实施
和暑运假期的到来， 该站预计每
天发送旅客可达2000人左右。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获悉， 大中电器京津冀地区
的54个门店， 将陆续挂牌青少年
安全教育实践基地。

据了解， 大中电器将联合青
少年安全防卫中心，开展青少年、
女性安全防卫意识和技能的教育
传播课程。 青少年安全防卫中心
是国内首家专业从事青少年、女
性安全防卫技能宣传与教育的社
会公益组织， 拥有一流的专业素
养和教师配备。

下一步， 大中电器将在京津
冀地区54个门店陆续挂牌青少年
安全教育实践基地。未来，大中电
器所有门店周边的青少年及女
性，若遇到困难、走失、身体不适
或人身安全遭威胁等情况， 都可
找到大中电器前台， 前台将提供
相应的紧急救助服务。同时，大中
与青少年安全防卫中心还将联合
开展校园安全志愿者的招募与公
益培训工作， 在每一所共建校将
招募100名家长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9
日了解到，近期，北京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对未按要求开展专项治理
工作的37家企业集中曝光， 并计
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

本次曝光的主要问题包括 ：
未按要求开展 “群众关注物业管
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相关工作、
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 未整改存
在的问题、 未及时处理业主投诉
或报修等， 以上问题房屋行政主
管部门均责令涉事企业整改，不

良信息将作为行政机关在市场监
管、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政策扶
持和表彰奖励等工作中的重要依
据。 市民可随时登陆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官网首页，进入“物业服务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看。

开展群众关注物业管理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 是本市2019年重
要民生实事项目， 也是本年度物
业行业重点专项工作， 物业企业
应围绕群众对物业服务满意、对
诉求处置满意、 对物业管理放心

的标准，按专项治理要求建立“接
诉即办”服务机制和“随查立改”
管理机制， 及时解决业主合理诉
求，定期自查随时整改。

市区两级房屋行政主管部门
将加大对企业落实工作要求的检
查， 督促企业及时对发现的问题
和存在隐患进行整改， 对方案落
实不到位、 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
底出现反弹的物业企业， 加大处
罚力度并计入企业信用信息，同
时公开曝光。

本市集中曝光37家违规物业企业

朝阳医院“一站式”服务让患者少跑腿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通讯
员 贾东超） 7月9日，密云水库百
日整治行动启动， 来自公安、水
政、 城管等多个部门的百名执法
人员代表在誓师大会现场庄严宣
誓。未来，这些执法力量将针对库
区水面、 围网内外及上游河道等
区域内出现的破坏水生态环境的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百日专项整
治，确保“八无”目标，誓保净水。

据了解，按照行动部署，此次
整治区域划分为库区155米高程
围网以内及水面、 库区围网以外
至环湖路以内、 环湖路以外水库
上游纳入河长制管理河道范围等

三个部分， 分别由密云水库综合
执法大队、属地政府、区水务局牵
头负责相关整治任务， 确保实现
“无非法捕鱼，无乱倒垃圾、乱排
污水，无盗采盗运，无养殖放牧，
无违法建设，无抢栽抢种，无破坏
翻越围网， 无河道漂流游泳露营
野炊”的“八无”目标。

据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库区155米高
程围网个别区域围网破损情况，
各属地政府将对各自辖区范围内
的破损围网进行修复， 同时加强
“行刑衔接”， 针对电鱼炸鱼等严
重违法行为从快从严查处。 除此

以外， 各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还
将按照行动部署针对清除库区内
非法捕鱼网具、 严禁无关人员及
车辆进入库区、 治理污水溢流渗
漏、 严厉查处污水直排河道等15
项主要任务开展整治工作。

密云水库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昨天，
“百名博士进房山” 活动启动，来
自北京地区19所高校107名青年
教师、博士和硕士，与房山区27家
优质企业的56个合作项目， 现场
开展项目合作对接与工作实习实
训，打开了房山区招才引智、校企
合作的新局面。据悉，活动将以项
目合作、工作实习、挂职锻炼和博
士讲坛等形式开展，持续至10月。

据了解， 本次活动由房山区
人力社保局与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联合主办，
集成了房山区招才引才的系列优
惠政策。在活动中，毕业生将与企
业签订劳动合同并正式在房山区
就业， 符合非京生源应届毕业生
引进条件的， 在落户方面予以优
先支持。同时，对于活动中企业与
高校切实形成科研项目合作并具

有市场前景的， 区科委将在科研
项目立项、 科技创新扶持上予以
政策倾斜。另外，通过此次活动，
企业发现并引进的优秀人才，符
合“引支工程”“优支计划”等人才
政策支持条件的， 区委组织部还
将予以优先支持， 如有高校教师
或博硕士研究生愿意在房山区创
业发展，可优先享受创新创业、众
创空间等政策支持。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安定门街道组织城管、城
建、安监、消防等部门，对位于国
子监街44号到60号的小巷内的14
处违建 “煤棚子” 进行了集中拆
除，面积约30平方米。�

据现场指挥拆除工作的城管
队员杨晋介绍，随着时代的发展，
小煤棚已经基本失去了原有的存
煤作用， 现在更多的就是个杂物
间，不仅占道，给社区居民通行带
来不便，而且存在火灾隐患。此次

小煤棚拆除工作开始之前， 城管
部门就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张
贴了公告，走进居民家中做工作。

在拆除的过程中， 对于居民
仍然需要的物品， 工作人员进行
登记，分类存放，赢得了居民对煤
棚拆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据了
解，拆除工作完成后，恢复出来的
空间主要用于道路通行， 同时街
道将征求居民意见， 利用较宽的
地方进行绿化美化， 提升社区环
境秩序，方便居民生活。

延庆景观工程打造健康水生态系统

百名博士进房山 校企联动引人才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八达岭长城景区了解
到， 为更好更有效地保护长城文
物， 同时为游客提供良好舒适的
游览环境，今年6月1日起，八达岭
长城景区已正式实施全网络实名
制预约售票， 游客可提前10天在
网上预约购票。

�进入7月以来， 日平均客流
量达到4.58万人次， 特别是7月8
日， 游客预约量首次达到限流单
日上限6.5万人次。 截至7月9日，
今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总量达
到463.34万人次， 与去年同比增

长5%。�预约购票成功的游客可
手持身份证扫描检票进入景区。

据了解，今年暑期，当游客数
量达到一定数值时， 景区即时启
动流量控制方案。 八达岭长城景
区提醒暑期计划参观八达岭长城
的游客， 提前登陆八达岭长城官
方在线售票系统 （ticket.badaling.
cn）、 八 达 岭 景 区 官 网 （www.
badaling.cn）或八达岭官方微信公
众号（微信号：八达岭长城）进行
实名预约购票， 三种购票系统平
台均标注了是否还有门票剩余，
供游客网络预约购票参考。

八达岭长城景区全部实现网约购票

青少年安全教育基地入驻大中门店

国子监拆除“煤棚子”还居民绿地

““小小记记者者””探探寻寻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7月10日， 30余名北京小学生组成 “小记者团”， 前往前门及附近

老街巷， 探访当地传统老字号故地， 记录并体验传统文化。 当天 ，
“小记者” 们在杨梅竹斜街聆听88岁高龄的赵绍华老人讲述有关王致
和腐乳的往事。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