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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7日，
东城区婚姻登记处以 “心相系
爱相连” 为主题为前来办理结
婚登记的新人举办一系列活
动。当天，网上预约的50余对新
人将 “对爱的表白”“对未来的
期许” 等相关话语写在便利贴
上并粘在心形背景墙上， 还和
自己的“心事”合影。

活动中， 婚登处的工作人
员还帮助新人们拍照留念。此
外， 婚登处还为等候办理婚登
的新人设计了小游戏， 新人们
可参与赢取小礼物。据了解，东
城区婚姻登记处为了顺利完成
七夕这天的登记服务， 特别安
排东城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的年轻干部加入一线工作，帮
助完成引导、拍照、复印证件等

基础工作。
据了解 ，8月8日依旧是婚

登小高峰， 区婚登处还准备了

剪纸等游戏， 为前来办理婚登
的新人增添幸福色彩。

盛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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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贾凡 胡云霞） 记者从昌平区
获悉，日前，十三陵镇献陵、长陵
园、 涧头等9个村陆续组织召开
“1+2+N”法治村居项目《规范管
理手册》 启用仪式， 这是该镇继
2017启动“法治村居”项目以来，
最后一批完成治理体系设计制定
并履行完民主程序的村。

目前全镇38个行政村已分三
批全部完成新的村民自治章程和
村规民约制定，预计今年8月中旬
前将全部完成系统治理文本 《规
范管理手册》启用工作。经过长达
两年的反复探索实践，“1+2+N”
的村规民约十三陵版本正在乡村
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全镇迈入
了依法治村、规范管理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7日，记
者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自7月22
日至10月底， 市卫健委在全系统
开展改善医疗服务百日行动，行
动计划注重改善医疗服务细节，
注重提升患者看病就医体验，围
绕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推出
20项改善医疗服务重点任务。

其中包括， 在全市设有急诊
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将全
面实施急诊预检分诊分级。 医疗
机构合理安排急诊患者就诊顺
序，急重优先，提高医院的急诊救
治效率。同时，持续完善急诊危重

症患者绿色通道管理， 确保患者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完善三级医
院急诊患者收入院协调机制，保
证急危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
治。 发挥医联体内一二三级合作
医院作用， 适当分流核心医院急
诊患者。 加强医联体核心医院门
急诊输液管理， 适当减少核心医
院门急诊患者输液量。

今年上半年，市中医局、市医
管中心、 各区卫生健康委和各医
疗机构认真落实 《北京市改善医
疗服务规范服务行为2019年行动
计划》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北京

市59个综合医联体的核心医院都
做到优先向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
构预留号源。38家三级综合医院
都能够给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
预约号源。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均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工作 ， 实现
100%全覆盖。

同时，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按
要求开展厕所革命， 消除卫生间
异味，配备洗手液和卫生纸；60%
三级综合医院实现院内地图自助
导航。下一步，全市卫生健康部门
将加强督导检查， 促进改善医疗
服务百日行动各项要求落实。

市卫健委开展改善医疗服务百日行动 推出20项重点任务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8月6
日， 第三届北京文化旅游合作促
进平台大会暨“美丽兴安盟 经典
草原行”主题活动在兴安盟召开。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内蒙古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北京市扶贫
协作和支援合作办等文化旅游界
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

各对口地区参会代表展示了
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和服务，包
括北京的琴书表演、捏泥人、扎风

筝， 呼伦贝尔鄂温克民族手工艺
品太阳花， 保定三宝之首宝———
(健身)铁球等特色非遗项目，在大
会保留项目平台大集上， 兴安盟
进行了精彩纷呈的展示演绎。

据了解，结合2019平台“品牌
深化年”的战略安排，平台首先建
立了自媒体矩阵，从微信公众号，
到今日头条，再到抖音，并与北京
市文旅局和各地的媒体平台进行
了互联互通。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将实施急诊分级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6
日从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
到，对外发布的《中央单位在北京
地区建设项目登记备案管理办
法》将于8月12日起施行。根据《办
法》，在审批手续方面，将四项政
府内部审批事项精简为一项，取
消建设项目选址意见通知书核
发、 建设项目征地计划通知书核
发和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

只保留建设项目登记备案通知书
一项。

此外，在审批手续方面，非密
项目“全程网办”，实现了建设单
位一次都不用跑； 优化登记备案
有效期，将当年有效调整为2年有
效期， 同时取消项目年度结转工
作，大幅降低工作量，解决了因跨
年结转计划滞后影响建设单位申
报建设手续的问题。

中央在京建设项目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发布

我我们们的的节节日日

夕夕七七
爱爱满满京京城城 相相约约幸幸福福

本报讯（记者 边磊） 昨天，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东总布、赵
家楼社区携手社区共建单位中
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共同举办
“我们的纪念日———金婚相伴·
唯爱永恒”七夕主题活动。15对
片区金婚老人分享爱情故事。

现场 ，15对金婚夫妻依次
将自己与“老伴儿”相识、相知、
相爱、相伴的故事娓娓道来。随
后， 来自社区共建单位中国邮
政邮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大
家讲述了邮票上的爱情故事，
以邮票为载体， 向大家展示出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坚贞不渝的
革命爱情。值得一提的是，社区

还携手共建单位利用本次活动
中的精彩抓拍， 精心为15对金

婚夫妻设计了七夕定制版邮政
纪念封。 于佳 摄

建国门15对金婚老人分享爱情故事

7日， 丰台区民政局与区
邮政分公司在丰台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举行 《团圆 》 邮
资封片首发仪式活动 ， 并特
别制作发行了 “今生今世陪
你到老” 纪念邮折 ， 以及首
发十枚 “十全十美 ” 纪念邮
戳， 赠送给当天进行结婚登
记的所有新人 。 新人根据自
己的喜好选择纪念邮戳 ， 加
盖在纪念邮折上。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七七夕夕””纪纪念念邮邮折折送送新新人人

东城民政系列活动服务婚登新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6日晚，
首趟满载2800吨散装水泥专列在
飞驰500多公里后，由内蒙古呼和
浩特沙良货运站到达北京丰台西
货运站。 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
解到，今后，预计每天将有1至2列
水泥铁路货运专列进京， 日进京
量在3000至4000吨， 预计年进京
量在100万吨左右。

近些年， 本市水泥使用量基
本维持在1700万吨左右， 水泥生

产能力仅为400万吨，其余1300万
吨依靠外埠供应， 水泥运输全部
采用汽运方式。据了解，改用铁路
运输后，以本次满载专列为例，由
于采用了100个新型罐式集装箱
运载散装水泥，可以减少100辆重
载卡车（相当于减少20000辆小汽
车尾气排放量） 对进入北京沿途
地区的空气污染。 全程运输中铁
路运输占90%， 碳排放量与传统
方式相比可减少八成。

“公转铁”后首趟水泥专列进京

文旅合作促进平台大会共聚兴安盟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8月7
日， 怀柔区渤海镇携手辖区内的
民宿主共同制定的 《民宿行业自
治公约》正式实行。今后，这里的
民宿其经营规模、文化主题、等级
评定、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均实
行规范管理。

目前， 渤海镇乡村民宿已发
展为近50家90余套院落， 从以往

的观光游、 采摘游， 逐步转变为
“休闲游”“体验游”， 乃至更长时
间的“度假游”。此次实行的自治
公约明确了民宿经营规模、 文化
主题、等级评定、卫生标准、安全
标准等行业发展规范标准， 做到
了民宿行业发展样样有对照、可
衡量， 规范了渤海镇乡村民宿经
营行为。

怀柔渤海镇民宿行业有了《自治公约》

十三陵镇全面启用新型村规民约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领导班子
成员及和医杏林志愿服务队医疗
专家团队走进北京武警总队二支
队看望慰问武警官兵， 为他们进
行健康义诊，并送去慰问品。

义诊现场， 来自心内科、外
科、耳鼻喉科、神经内科、骨科、疼
痛科、泌尿科、皮科等科室的医护
人员细致入微地为官兵现场诊疗
及答疑释惑。 医护人员针对官兵
常年担负执勤战备任务， 身体容
易出现的腰肌劳损、 关节炎等症

状， 叮嘱了应注意的事项与治疗
方法；耳鼻喉、皮科医疗专家针对
夏季官兵患过敏性鼻炎、 湿疹等
方面疾病进行了健康讲解。

医疗专家团队进军营开展健康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