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天实现本地产能最大化， 12天实现需求缺口归零， 供应能力扩大为需求激增前的5.6倍； 实现了全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氧疗服务全覆盖， 保障社区居民就近接受氧疗服务……记者近日从北京市药监局了解到， 本市多部门通力协
作， 加速推进医用氧保障。 自1月7日起， 北京市医用氧气需求缺口归零， 1月8日 “乙类乙管” 当日本市医用氧供应
能力达到峰值， 液氧日供应由180吨增至1000吨， 瓶氧日供应由2200瓶增至580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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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河北分公司践行央企责任担
当， 深入基层社区， 开展传统
民俗迎新春系列活动， 以春联
的形式向市民送去新春祝福 ，
并联合社区居委会共同走访困
难群众， 致以新春问候。

“和顺门第增百福、 阖家
欢乐纳千祥 ” “壮丽山河多异
彩、文明国度遍高风”……受邀
参加活动的书法家们在党群服
务站挥毫写就一副副措辞吉祥
考究、 书体独具韵味的春联。

现场墨香四溢。 闻讯赶来
的居民簇拥在书法家身边热情
交流。 荣盛华府社区的居民金
先生说： “往年我们都是到市
场上买现成的春联， 总感觉少
了些仪式感。 今天这个活动让
我们能够一起参与到书法创作
的过程中， 沾沾喜气， 求两幅
墨宝。”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砼心
志愿服务队” 带着春联和精心
置办的年货来到困难群众家中

送去慰问祝福。 独居的纪奶奶
本来就腿脚不便， 2022年又不
小心摔伤了腰。 志愿者细心了
解纪奶奶的身体康复情况， 询
问生活中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
纪奶奶高兴地拉着志愿者的手
说： “现在政策好， 你们尽管
放心， 我这一切都好！”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董事长
刘运胜表示， 北京公司将继续
履行央企使命， 勇担社会责任，
通过志愿服务积极开展爱心助
农活动， 融入属地奉献社会。

日前，通州北苑街道推出“和
谐北苑”APP，并发布新春文明实
践行动。 记者了解到， 这是通州
北苑街道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地生根，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
线，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基层
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

在 “和谐北苑” APP上线新
闻发布会上， 街道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成前锋介绍， 街道利
用一年时间打磨设计“和谐北苑”
APP， 围绕居民生活需要和基层
治理需求，开发资讯发布、信息公
开、宣传展示、便民服务、活动报
名、需求收集、邻里社交等多种功
能， 更加精准有效地打通宣传群
众、 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米”。

目前试运行一周多， “和谐
北苑” APP注册用户已破千。 在
今后的运营中， 街道将加快推进
“服务上网”， 积极促进 “资源联
网”， 持续推动 “群众聚网”， 并
通过引入服务资源、 丰富服务场
景等方式， 持续吸引群众主动来

到平台，享受服务、参与建设、共
治共享。

活动现场 ， 来自科室 、 社
区、 志愿者、 志愿家庭、 辖区企
业的5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和谐北
苑 ”APP新春文明实践行动 ，其
中，“和谐北苑爱心邻里众筹”行
动联合商户发起 “爱心购”， 居
民线上下单购米或蛋， 每凑够10
单即有1份送予本地特殊群体 ；
“志愿家庭新邻里” 倡议志愿家
庭开展新春邻里大拜年， 线上打
卡传新风； 志愿者礼遇行动为疫
情防控志愿者发放电子荣誉证书
及 “文明豆” 等。

成前锋介绍： “下一步， 通
州北苑街道将依托 ‘和谐北苑’
APP， 用好倾听百姓声音的新工
具，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走深走实过程中， 牢牢坚持党的
群众路线，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 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活
力， 切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到实处。”

□本报记者 马超

驻点服务完成供氧系统改造

2022年12月中下旬， 随着新
冠疫情感染高峰的到来， 本市各
医疗机构医用氧气用量激增。 北
京中医医院总务处处长关京浩回
忆说， 那段时间院内的41台有创
呼吸机 、75台无 创 呼 吸 机 和 32
台 经 鼻 高 流 量 呼 吸 机都在用
氧。 院内一天用氧量达到 7.5吨
至8.5吨 ，是以前的六七倍。

2022年12月25日， 市市场监
管局、 市药监局连夜组织408名
干部进驻全市566家医疗机构 ，
迅速掌握实际需氧情况， 点对点
提供服务保障。 市医药物资应急
保障专班石学峰进驻北京中医医
院。 石学峰发现， 医院的输氧管
道已经老旧，需要紧急改造。元旦
一早开始施工，经过24小时奋战，
1月2日工程完工。 通过保压实验
后，1月3日新的管线投入使用。

记者从北京市药监局了解
到， 根据医疗机构重症患者救治
情况， 北京优先保障就诊患者人
数较多的医疗机构氧气供应， 确

保按照医疗机构需求提前半小时
保障到位。 市应急局开展驻场指
导， 对医疗机构液氧站改造方案
审核把关， 已帮助22家医疗机构
完成院内集中供氧系统改造，确
保医院不断氧、液氧压力不降低。

保障社区居民就近接受
氧疗服务

北京不仅在各大医院配足了
医用氧气， 各大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可以为居民提供氧疗服务，
让居民在 “家门口” 就能吸氧。
据悉， 北京市卫健委向99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具备条件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调配了约2000台制氧
机， 实现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氧疗服务全覆盖， 保障社区居民
就近接受氧疗服务。

1月13日下午 ， 太阳宫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80岁的王奶奶正
在输液和吸氧。 王奶奶有基础疾
病， 需要按时治疗， “以前我总
去大医院， 人多， 得等老半天。
后来我发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
能输液， 还能吸氧， 人还少， 就

到这里来了。” 王奶奶说， 她家
里有制氧机， 不治疗的时候她就
在家里吸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能吸氧、 灌氧， 她的邻居们有
不少拿着氧气袋来这里灌氧气。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
主任赵文武告诉记者，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每天都会关注医用氧气
的库存， “发现库存不够时， 我
们马上打电话给厂家， 不一会儿
氧气罐就能送过来， 保障居民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吸氧和灌
装氧气。”

医用氧气袋是一个蓝色的
“枕头”， 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灌
装氧气的居民不少， 赵文武说 ，
一袋氧气大概能用两三个小时，
灌装氧气可以走医保报销， 价格
每袋7块钱。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赵远负责
太阳宫地区医院驻点保障， 从驻
点保障开始， 他每天将医院的需
求传达给专班 ， 保证医院的氧
气、 药品和器械的充足、 正常供
应。 2022年12月25日， 市经信局
协调24小时内开发上线 “医药应
急保障” 小程序， 实现对各级医

疗机构需求实时收集、实时派发、
实时解决、 实时销账。 自去年12
月26日以来， 累计收到氧气供应
需求96条， 已全部解决到位。

全程护航跑出配送 “加
速度”

北京首钢气体有限公司位于
顺义区李桥镇， 本市40%的氧气
供应来源于此。 车间内的液氧正
源源不断地从储存罐通过管线进
入运输车辆， 运送到各医疗机构
和供应终端。

据了解， 市药监局、 市经信
局组织企业每日早、 中、 晚三个
时间段实时调度， 帮助7家医用
氧生产企业聚焦生产重心、 增加
生产班次、 调整产能分配， 深挖
本地产能； 协调企业采购8110个
氧气瓶， 增加周转量。 1月8日实
施 “乙类乙管” 当日， 本市医用
氧供应能力达到峰值， 液氧日供
应由180吨增至1000吨 ， 是原来
的5.6倍 ； 瓶氧日供应由2200瓶
增至5800瓶， 是原来的2.36倍。

以 “到货到位” 为原则， 在

保障氧气生产供应的同时， 市药
监局、 市经信局延伸开展设备和
配件供应服务， 帮助企业和医疗
机构对接，采购氧气压力表、流量
表 、负压吸引器 、小推车等1.3万
件， 解决了因小配件不足无法供
氧问题。 针对氧气吸入器转接口
供货不足， 市药监局通过驻点机
制快速归集产品参数信息， 市经
信局协调相关企业运用3D打印
技术予以生产供应， 保障既有氧
可供、 又临床可用， 直达供氧服
务直达 “最后一公里”。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
通绿色通道， 保障医用氧气运输
车辆全天候24小时在全市范围内
上路运输， 并可借用公交车道通
行，提高末端配送效率。做好外地
进京配送车辆的通行保障， 确保
车辆进京快速核验、快速放行。

市交通委组织本市企业安排
50辆厢式货车、5辆低温槽罐运输
车应急待命。开辟绿色通道，依法
快速审批增加10辆危险货物运输
车辆。 针对中心城区行车不便的
问题，及时调配适宜车型，保障氧
气及时运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天实现本地产能最大化 12天实现需求缺口归零

□本报记者 陈曦

近日 ， 西 城 区 牛 街 和 合
动 力 空 间 里 ， 牛 街地区各族
同胞、 统战工作人员、 新阶层
代表和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欢聚
一堂 ， 在农历新春到来之际 ，
以手作花灯、 书写楹联等民族
传统文化形 式 迎 新 春 、 送 祝
福 。 本 次 活 动 以 民 族 交 融 、
新春灯笼制作为主线， 活动
现场洋溢着民族一家亲的浓
厚氛围 ， 通过分享各民族风
俗 习 惯 ， 弘 扬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我穿的是维吾尔族服
装 ， 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有
……” “民族团结一家亲 张灯
结彩幸福年” 主题迎春活动由
介绍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开始 ，

来自汉、 回、 满、 维吾尔、 蒙
古等民族的15位少年儿童身着
民族服饰， 与小伙伴们互相交
流着本民族传统文化， 并与家
长一起动手扎起灯笼， 亲手接
触传统技艺， 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 小朋友在家长的帮助
下， 一片片搭好骨架， 再仔细
粘贴 ， 最终 一 个 红 火 的 纸 灯
笼呈现在手中 。

“听老师说， 灯笼象征阖
家团圆、 幸福美满。 我和妈妈
在灯笼制作的过程中， 更深层
次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 在与各民族小朋友相互交
流和分享中感受到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温暖氛围 。” 参加活动
的小朋友说。

当日下午， 8位书画界名师
走进牛街， 在 “新春楹联传温
暖， 笔墨真情送祝福” 活动中
接棒青少年， 用传统中华文化
将祝福传递给为防控疫情做出
贡献的环卫工人 、 快递小哥 、
公安民警、 社区工作者、 医护、
党员志愿者等。

铺纸、 添墨、 润笔， 来自
中国新闻出版书法家协会的书
法家们落笔有力， 在红纸上平
稳运笔 ， 转折顿挫尽显功力 。
在听到牛街各行业工作者的战
疫故事后， 书法家们纷纷表示：
“在新春到来之际， 我们以书画
为媒 ， 向 所 有 参 与 疫 情 防 控
的各界英雄致敬， 感谢你们的
默默付出和真情守护。”

“互联网+文明实践”激发治理活力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张灯执笔迎新春 牛街居民共绘“同心圆”
通州北苑街道上线“和谐北苑”APP

翰墨飘香庆佳节 中建三局志愿服务送温暖

北京各部门协同全力以赴保供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