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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北京
市普仁医院庆祝建院120周年学
术会议近日召开。 现场， 北京听
力协会听觉言语康复技术合作中
心授牌， 落户北京普仁医院。

北京听力协会是我国唯一一
家听力学专业一级法人社团组
织， 成立于2011年， 由多位知名
专家、 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和社会
公益人士联合发起。 北京听力协
会主要致力于开展听力行业调
查； 制定听力技术的标准及规范
性文件； 开展学术研究和专业性
教育培训等。 据了解， 此次听觉

言语康复技术中心挂牌后， 普仁
医院耳鼻咽喉科将会协助听力协
会开展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
动， 并承担一部分关爱听障患者
的社会公益活动。

普仁医院建立听觉言语康复技术中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市
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 《北
京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近
日， 北京市民政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实施办法》进行解读。《实施
办法》 首次将岗位补贴与护理员
职业技能等级挂钩。 设立养老护
理岗位奖励津贴。该《实施办法》
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实施办法》提到，取得初级

护理员（五级）等级的，每人每月
补贴500元；取得中级（四级）护理
员等级的， 每人每月补贴800元；
取得高级（三级）护理员等级的，
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 取得技师
（二级） 等级的， 每人每月补贴
1200元； 取得高级技师（一级）等
级的，每人每月补贴1500元。考虑
目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尚未
全面开展，《实施办法》 设置了两
年的过渡期， 未取得等级证书的

每人每月补贴300元，两年后未取
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不再给予
补贴。

《实施办法》还提出，为毕业
生发放入职奖励， 奖励将分三年
发放到位。《实施办法》提出，国家
统招北京生源或北京地区普通高
等院校、 中高等职业学校的应届
毕业生或毕业一年以内的往届毕
业生， 进入本市养老服务机构专
职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 享受一

次性入职奖励。
对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

生，给予6万元入职奖励；对于专
科（高职）学历的毕业生，给予5万
元的入职奖励； 对于中职学历毕
业生，给予4万元的入职奖励。《实
施办法》 对入职奖励发放方式进
行了优化， 明确规定入职奖励分
三年发放到位， 入职前三年分别
按照补贴标准的30%、30%、40%的
比例由区民政局通过民政资金统

发监管平台发放至申请人本人银
行账户。 入职奖励在毕业生入职
养老服务机构工作满一年后开始
发放, 入职时间以毕业生与养老
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起始时
间为准。发放期间，申请人离开养
老服务机构的， 未发放部分奖励
不再予以发放。补贴发放时间，原
则上每年度上半年完成， 视工作
进度情况， 力争在每年度第一季
度内完成。

本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实施办法出台 明年1月1日起实施

养老护理员每月最高可享1500元津贴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北京市
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今年1至10
月 ，本市细颗粒物 （PM2.5）累计
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7.1%，连续两个月保持“30+”，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
中最优； 累计优良天数221天，同
比增加31天。

今年以来，本市聚焦重点，深
入推进“一微克”行动。其中，对于

机动车，5月1日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实施
以来，累计处罚超标车辆8.7万辆
次， 处罚逾期未复检合格又上路
违法行为489起； 累计淘汰4.3万
辆国三标准汽油车， 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达到38.9万辆； 聚焦重点
区域、重点行业，组织开展第四轮
“点穴式”专项执法行动，发现涉
气类环境问题31起。 应对污染天

气， 本市细化优化重点行业绩效
分级标准， 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
间，对工艺好、评级高、排污少的
企业，实现少停工或不停工，从而
鼓励企业加强日常管理和升级改
造，不断提高环保工艺水平。

下一步， 北京市将全面实施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区域协同强化污染过程应对，
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前10个月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增31天
PM2.5同比下降7.1% 累计优良天数221天

本市明年起将每年对乡村民宿评分定星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上

周， 北京首届乡村民宿大会暨第
四届北方民宿大会在延庆区世园
公园举办。 大会对北京乡村民宿
地方标准 《乡村民宿服务要求及
评定》 进行解读， 将每年度对乡
村民宿开展等级评定。

据了解， 北京形成了景区依
托型 、 文化主题型 、 特色餐饮
型、 景观建筑型、 创意创新型、

亲子乐园型六种类型的乡村民宿
品牌699家 ， 盘活闲置农宅2000
余户， 吸引社会资本近百亿元 。
今年 9月 17日 ， 北京市发布了
《乡村民宿服务要求及评定》。 该
标准对乡村民宿的服务、 环境、
设施、 安全等各方面进行行业规
范， 乡村民宿开业一年后可自愿
申报星级评定， 将从2021年1月1
日起实施。 按照标准， 延庆区率

先启动星级评定先行先试， 从延
庆区100多家乡村民宿精品品牌
中， 共评定出姚官岭合宿、 大隐
于世等首批50家星级民宿。

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叶
东表示， 延庆将围绕民宿发展全
域布局产业，着力打造乡村文明、
生态宜居、 主客共享的 “共生社
区”典范，让游客在民宿中体验乡
村新生活，感悟浓浓乡愁。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房山区生态环境局获悉，
房山区将在河道内种植具有净化
能力的水生植物， 由工程减排逐
步转为生态减排， 逐渐恢复大石
河等河流水体自净能力和原有生
态系统，进一步提高水环境质量。

时下正值候鸟迁徙季， 本市
多地发现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鸟类
黑鹳的身影。 黑鹳对栖息环境要
求很高， 特别是对觅食水域要求

特别高。近年来，黑鹳最先迁到房
山大石河流域， 随后门头沟、海
淀、密云等区都有了它们的身影。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环境管理科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房山大力推进
碧水攻坚战， 拒马河张坊大桥断
面达到二类水质， 大石河也于去
年摘掉了多年断面考核不达标的
“帽子”，今年达到四类水体标准。
正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黑鹳
的青睐，成为它们新的栖息地。

房山将用生态减排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京港地铁了解到，明年年底前，将
完成14号线、16号线所辖车站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配置工作。

继10月27日4号线北京南站、
西单站、角门西站、大兴线西红门
站、新宫站5座大客流车站完成自
动体外除颤仪的配置工作后，11
月27日起，京港地铁4号线及大兴
线剩余30座车站也开始配置自动

体外除颤仪， 每座车站配置1台。
据了解，4号线及大兴线各车站配
置的自动体外除颤仪均设置在站
台显著位置， 附近设有明显的指
引标识。同时，除颤仪上也张贴有
使用说明， 方便使用者按照流程
使用。截至目前，京港地铁所辖线
路各车站一线工作人员中， 所有
督导及以上人员， 均经过急救专
业机构培训并取得资格证。

地铁14号线和16号线明年完成AED配置

本市发布10件妇女维权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
司法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市妇联近日联合发布近两年
来 全 市 妇 女 维 权 的 10件 典 型
案例。

此次发布十大典型案例包
括：杨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魏某
诉赵某离婚案、乔某继承纠纷案、

吕某离婚后拆迁利益分配纠纷
案、韩某诉王某监护权案、张某女
名誉权纠纷案、 王某某性骚扰女
同事被辞退案、 杨某某猥亵儿童
案、刘某虐待被看护人案、烟草专
卖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怠于履职
案， 涉及当前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中较为突出并广受关注的离婚后
抚养探望、再婚妇女继承权认定、

农村离异妇女财产权益、 未成年
人保护、职场性骚扰、网络侵犯名
誉权、 检察机关保护校园未成年
人免受烟草侵害公益诉讼立案审
查等多方面热点难点内容。

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体现出
各司法行政部门协同发力， 贯彻
落实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和儿童利益优先等理念和原则。

多多部部门门联联动动演演练练消消防防救救援援
近日， 奇安信公司与动物园消防站联合开展了消防安全疏散逃生

演练。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展览路街道、辖区单位及居民代表等共计500
余人参加。演练采取火灾烟雾模拟，奇安信微型消防站中控主机内收集
到信号反馈后，安排就近巡逻人员到现场确认火情，微型消防站队员启
动程序到现场进行处置，很快控制了火势。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2020年“首都最美家庭” 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作为军

队知名呼吸科专家，75岁高龄的
刘又宁奔赴武汉抗疫一线奋战 ，
妻子王睿也是临床药理学科知名
专家， 夫妻二人以家国情怀彰显
了医者仁心。市委宣传部、首都文
明办、 市妇联日前共同揭晓2020
年“首都最美家庭”。

当天的活动共发布200户“首
都最美家庭”和“十大首都最美家
庭”名单，这十户家庭中既有刘又
宁等“舍小家，卫大家”的疫情防
控家庭，也有中科院院士、中国力
学界泰斗黄克智家庭， 还有柳素
霞、 张泽云等践行垃圾分类的绿
色环保家庭， 更有扶贫攻坚的村

第一书记肖长森家庭以及助力援
建、教书育人的黄臣家庭。

活动通过 “同心篇·最美逆
行” “共建篇·最美践行” “家
国篇·最美力量”三个篇章，以家
庭访谈、家庭宣讲和原创歌曲、情
景剧、诗歌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
了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

本市首个校园中邮阅读数字图书馆上线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晓凤 刘

守平） 本市首个校园中邮阅读数
字图书馆近日在西城区展览路第
一小学正式上线。 内容包含电子
书 1000册 、 精品电子期刊 1000
种、 报纸100种的正版数字读物，
满足了学校180名教职工的同步
数字阅读服务。

“中邮阅读数字资源服务平
台” 是北京邮政顺应未来数字出
版发展趋势和网络文化的市场发
展需求， 突破传统报刊发行商业
模式， 在全国邮政率先建立自主
版权的数字发行平台， 内容涵盖
了高清期刊3500余种 、 报纸350
余种、 图书2万册、 听书8000集。

据了解， 西城区邮政分公司
凭借在校园建立 “青少年阅读基
地” 项目中给客户留下的良好印
象， 利用校园图书馆领域内部学
术交流会契机积极推荐并牵线搭
桥，建立数字图书馆，该项目得到
展览路第一小学的青睐， 从对接
商榷到签约上线，仅用了28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