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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快递业发展，市政协工会界建议

建立城市快递共同配送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随着社会发

展和人们日常生活需要， 目前， 快递业已
成为服务业的一种重要业态， 但末端派送
难、 快件延误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为此， 市政协工会界建议， 建立城市快递
共同配送新模式， 解决末端配送难题， 进
一步推动快递业高质量发展， 更好满足群
众生活实际需要。

第一， 加强规划， 探索推进全市物流

快递共同分拣配送中心建设。 在主要交通
干道沿线建设大型快递园区， 解决快件集
中处理场地问题。 推广末端集约化服务，
相关部门可规划并启动快递共同配送网点
建设， 实现不同快递企业末端快递服务资
源共享。 鼓励电子商务、 快递等企业与超
市、 便利店、 社区综合体、 商厦等开展合
作， 提供集约化配送、 网订店取等末端配
送服务， 提高快递投放效率。

第二， 积极推动将智能快件箱列入新
建小区的统建配套设施。 相关部门应加大
智能快件箱布放密度， 提高投递便利度，
实现社区末端配送网点全覆盖。 同时完善
快递车辆停车位及配套充电设施 ， 加
快推进快件集中处理中心和快件综合服
务网点场地所需配套车辆充电车位和车辆
停放场地建设， 以满足群众快递服务现实
需求。

第三， 相关部门应从建设快递协同服
务云平台、 快递末端共同配送网络规划、
大数据分析系统、 O2O电子商务系统等方
面着手， 以移动互联技术、 大数据和云平
台为支撑， 建立协同服务云平台和大数据
分析系统， 构建具有城市、 城区集聚化，
末端配送多元化， 整体配送系统化、 智能
化 、 绿色化的城市快递共同配送服务模
式。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社区医院是基
层医疗服务的重要载体， 如果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服务能力不强， 居民就会更愿意选
择到三甲医院就诊， 造成三甲医院病患过
于拥挤。 对此，市政协委员、希肯国际文化
艺术集团董事长安庭建议加强社区医院医
疗资源配置，推动三甲医院向基层分流。

安庭委员建议，要加强政策、资金向社
区医院倾斜， 提高社区医院医生、 护士待
遇，吸引更优质的人才前往社区医院就职，
提高社区医院医疗资源水平。 同时加强社
区医院医疗人才的培养和激励， 政府相关
部门要开展各类培训， 加强社区医院医生
专业水平。 此外，应加强政策宣传，增强民
众对于社区医院的信心， 呼吁大众在非重
大疾病的情况下优先前往社区医院就医。

安庭委员指出， 要加强社区医院本院
的医疗资源储备， 保障药物充足， 适当放
开用药目录， 满足居民日常基本需要及合
理开药需求。 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促
进预防、 保健、 医疗、 康复、 健康教育等
方面融合 。 社区还可以采取返聘退休专

家、 提高待遇、 加强与三甲医院进行合作
等方式， 加强其诊疗能力。

安庭委员指出， 社区医院可以积极利
用互联网， 建立属于社区医院的小程序、
APP， 在网上提供医生咨询活动， 提供的
咨询活动包含网上分诊、 与三甲医院线上
联动、 推送社区医院在诊专家信息与健康
教育信息等， 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贴
心的服务。 实习记者 曹立栋 摄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中医药学包含
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何进一步继承、
发展、 利用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 为建
设健康北京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此， 市政
协委员、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程凯建议，
要深入开展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 “新3+3
工程”， 促进北京中医药人才培养。

程凯委员表示， 中医药人才培养离不
开名医传承、师徒相授的传统教育模式，特
别是学生走出高校校门， 走上医生岗位之后，
这种传承方式仍然有必要。 北京市中医管
理局在15年前就开展了北京中医药薪火传
承“3+3工程”，为京城名医建立了工作室
和工作站， 开展传承工作。2022年9月又在
此基础上启动了“新3+3工程”，旨在打造
集“名医、名师、名家”于一身的“三名”传承
工作室，建设代表师门最高水平的名医“门
人” 传承工作站和代表师门较高水平的名
医“传人”工作站，形成北京中医药继承“门
人、传人、学人”的“三人”传承谱。这一工程
的启动与实施为解决北京基层中医药人才
培养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是北京市基
层中医药人才供给侧改革的有益创新。

程凯委员建议，应依托“新3+3工程”，
由相关职能部门设立专项资金， 在现有基
础上加大支持力度，针对工作室和研究室，
开展年度滚动项目支持，以项目促发展，具
体可包括：基层名医“门人”传承工作站建
设项目， 鼓励名家研究室在基层设立名医

“门人”传承工作站，这里基层应更倾向于
京郊偏远地区、 中医药需求与医疗人才配
置明显不平衡的区域、 中医药人才流失严
重区域等， 或与城内社区承担养老职能的
“护理站”建设相结合，采用“一拖几”的模
式，通过工作站将基层医生纳入培养，使师
带徒的培养方式成为留住中医药人才的有
效抓手，将名家经验传承于基层偏远地区，
同时推动基层人才供给侧改革。此外， 程
凯委员还建议， 应支持名家研究室利用互
联网技术， 建立远程教育平台， 通过线上
会诊、 线上带教等方式， 拓展工作站的服
务时间与空间 ， 并与远程医疗服务相结
合， 促进基层中医医疗服务扩大数量、 提
升质量， 逐渐让名医、 名家、 名师的特色
病种临床技法在基层生根发芽。

实习记者 曹立栋 摄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北京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公共区域完善了无障碍设施，这
让市民感到很欣慰， 但一些区域的无障碍
设施仍然不完善， 一些配套环境建设与管
理没有跟上。对此，市政协委员、北京舞蹈
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刘岩建议， 北京应在无
障碍环境建设上持续发力， 推进无障碍环
境建设迈上新台阶。

刘岩委员建议，要加大“无障碍环境”
建设的外延与内涵。《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指为便
于残疾人、 老年人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
通行道路、出入相关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
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会服务所进行的建
设活动。刘岩委员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仅是残疾人、老年人，更多公众，如在康
复中行动不便的病人、行动不便的孕妇、工
作一天疲惫不堪的白领、 手提重物的市民
等， 都需要享受到无障碍环境所带来的便
利。“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外延与内涵扩展之
后，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将会更加多元、更
加细致、更加人性化，也更能方便市民。

刘岩委员进一步建议， 在城市更新过
程中特别是老城环境提升中， 应进一步加
大无障碍环境建设力度， 将城市更新与无
障碍环境建设通盘考虑。 北京市在老城的

城市更新中平衡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近
年来的成果有目共睹， 其中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也被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 但是其中
也还有一些需要提升完善之处。比如，地铁
中的手机信号覆盖问题， 有些与地铁接驳
的商场入口处手机信号就很弱， 让人感到
不太便利， 希望相关部门对地铁线路再进
行一次摸排，将手机信号死角彻底消除。

此外，刘岩委员还指出，要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凝聚更多社会共识力量参与到无
障碍环境建设中来。大家一起努力，推进城
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实习记者 曹立栋 摄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2023年北京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北京要着力打造“演
艺之都”，推进“大戏看北京”，精心组织创
作一批文艺精品。 如何擦亮大戏看北京这
张“名片”，着力打造“演艺之都”，本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市政协委员、 北方昆曲剧院国
家一级演员魏春荣。

“作为一名昆曲演员，我看到政府工作
报告的这些规划，感到很欣喜，足见北京对
于演艺行业的重视。在我看来，北京的艺术
院团种类众多， 名声也很响。 北京既有舞
蹈、芭蕾、戏剧 、杂技等门类 ，也有包括京
剧、昆曲、梆子、评戏、曲剧等各个剧种，北
京还有许多家优秀传统戏曲院团。 这是北
京打造“演艺之都”的独特优势。”魏春荣说。

魏春荣建议，北京是首都，也是全国的
文化中心， 在艺术领域对全国具有引领作
用。在打造“演艺之都 ”的过程中 ，要坚持
“请进来”的理念，让全国的优秀艺术院团
都能来北京演出， 让全国各地的观众都愿
意到北京看各种演出。同时，通过精彩的艺
术表演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让全国乃
至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更多地欣赏我们的文
化艺术魅力。

魏春荣认为，要做精良艺术作品，就要
有精神内核、格局、立意，也要让观众喜闻

乐见，让观众能够共情和共鸣。“演艺之都”
的建设除了要有精神内核， 还离不开人才
传承与培养。她希望多给青年人机会，让更
多青年艺术家在舞台上绽放风采。

“现在，北京演出行业全面迎来复工复
产，我也很开心。2023年，剧院会十分忙碌，
我们也愿意在年节的时候， 为大家献上一
台又一台的精彩演出。”魏春荣说，作为一
名演员， 最重要的是贡献优秀的作品，“这
两年我也排练了两出大戏，关汉卿的《救风
尘》和反响很好的《国风》。观众会发现，传
统艺术同样能够体现当代精神， 赢得青少
年的喜欢。” 实习记者 曹立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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