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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发布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意见

居家养老上门医疗明年将纳入医保

本报讯（记者 蒋若静）昨天上午，市民政局正
式发布并解读了《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对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做出了详尽部署。
《意见》规
定，基层医疗机构为老人提供的上门服务，符合条
件的部分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市民政局计划明年
出台相关政策。

两区试点失能老人照护保险
《意见》称，本市将逐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提升医护人员上门
服务的规范性，逐步规范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医疗
和护理服务项目，将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目
前相关部门正研究上门入户提供医疗服务的医保
政策，
具体政策预计明年出台。
此外，本市还将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培育 针对失能老年人的

照护服务体系，建立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老年人能
力评估和照护服务补贴制度。以海淀区、石景山区
为试点，探索开展多种模式的长期照护保险，并适
时推广。

照顾特殊老人或享带薪休假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
《意见》中明确提出，本市
将通过经济补贴、服务支撑和技能培训等，帮助家
庭成员承担赡养照顾责任。研究制定经济困难居
家养老家庭子女护理补贴政策。完善职工带薪休
假制度，方便子女在老年人术后康复、临终关怀等
特殊时期直接照顾老年人。依托养老机构、养老照
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机构，提供老年人短
期照料服务，保障照顾老年人的家庭成员合理适度
的休息时间。
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
《意见》将持续完
善居家养老服务的责任体系，政府、市场、社会、家
庭各尽其责，共同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政府在

有效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全面放开养老
服务市场，完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
与居家养老服务。

格相较于市场价格有更多的优惠，持卡老人可在店
内直接消费。

养老驿站将建医疗护理站

在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上，
《意见》要求各区
要按标准分级、分类配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到 2020 年，实现社区托老设施（含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等）每千人用地面积 130 平方米、老年活动场站
每千人用地面积 25 平方米，各街道（乡镇）、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全部达到标准要求。
此外，本市还将组织引导养老机构、养老照料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家政服务单位、物业管理
企业等入户为老年人提供护理、保洁、助浴、理发、
陪伴等居家生活服务。
同时，将推进助餐服务全覆盖，构建“中央厨房
配送+社区配送+集中就餐”服务体系，并将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用餐服务
补贴制度。

分级分类配建社区居家养老设施

未来，本市将构建以大型医疗机构、专业老年
病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主干的医疗护理
服务体系，将医护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实现老年
人就近就医、就近护理。李红兵透露，今后部分医
疗机构的护理站将直接建在养老驿站中，以方便老
年人日常医疗。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本市将继续构建以社区服
务中心和“幸福彩虹”专营店为平台、以养老服务商
为主体、以“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为支撑的居家养
老服务供给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惠的购物、
家政等服务。据悉，目前全市有 15000 余家养老服
务商，其中有 1000 家是为持“北京通—养老助残
卡”老年人专供的“幸福彩虹”专营店，店内商品价

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扩大产科门诊
产科门诊从 5 个增至 11 个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昨日，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举办
“优
质服务门诊日”
活动。北京青年报记
者从现场获悉，
针对今年以来的生育
高峰，
北京积水潭医院正在扩大妇产
科门诊面积，
从5个门诊增至11个，
妇产科医生数量
也将随之增加，
预计春节后即可投入使用。
昨日一早，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门诊楼
格外热闹，34个临床科室的门诊全部向市民开放，
包括特色的骨肿瘤科、运动医学科。同时还安排了
老年骨质疏松、妊娠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及相关营
养治疗四项义诊活动。现场为部分患者提供免费

跟骨骨密度检测及血糖检测。
为应对生育高峰，该院将对产科门诊进行扩
大。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积水潭医院产科
门诊量与去年相比增加了20%，
分娩量也不断增加，
由往年的每月220名新生儿增至250名。为应对今
年以来的生育高峰，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将产科
门诊进行了扩大，
“目前产科门诊在一层，共计5个。
三层已经开辟了新的产科门诊区域，可开设门诊数
量达到11个。新的产科门诊现已基本完工，正在进
行安装呼叫系统等室内装修，
预计明年年初可竣工，
最晚春节后可投入使用。
”
北京积水潭医院妇产科主
任孙丽芳说。此外，
还会增加辅助生殖门诊等。

预计年后投入使用

据悉，北京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原有的产科
病房全部搬迁至回龙观院区，原址只保留了较少量
的产科门诊，分娩等工作也均在回龙观院区完成。
作为昌平南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2016年接受了
76位危重孕产妇的转诊，并全部救治成功。
“产科的
建档数量现在也不断扩大，从以前的每周集中一天
建档，变为现在每天都可以建档。”孙丽芳说，
“建档
量每月开放200个，但每月都会超出，基本上在260
个左右，产科医生承担的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北
京积水潭医院副院长赵兴山表示：
“ 随着产科门诊
的扩大，
医护人员的数量也会相应增加。
”
赵兴山介绍说，回龙观院区开诊运行4年来，日

门诊量从800人次，上升至3000人次，500张病床全
部开放，辐射地区包括回龙观社区的40多万居民，
以及海淀北部的居民。
“随着接诊量的增加，我们还
将对急诊的抢救区以及儿科门诊进行扩大，这些工
作基本都会在年后完成，
迅速投入使用。
”
赵兴山说。

北京市医管局 共同
北京青年报社 主办
更多医疗服务信息，详
见
“医心医意”
公众号。

太庙艺术馆馆藏书画展首次亮相
本报讯（记者 王薇） 近日，由北京市总工会
主办，太庙艺术馆承办的“庙堂艺象——太庙艺术
馆馆藏近现代书画菁品展”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
艺术馆开幕。此次馆藏展是新中国成立后太庙馆
藏书画珍品的第一次集中性的面世。齐白石、黄宾
虹、陈半丁、欧阳中石等书画名家的一些作品首次
面向公众展出。
据了解，此次馆藏展，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六十
余年来太庙艺术馆收藏的书画精品近百件。展览
以书画陈列为主，分为“时代丹青”、
“ 翰墨传薪”两
大单元，除前设“前言”、
“ 序言”外，还附有大事记
年表，配以交流、展览等老照片，完整、深入地展现
太庙艺术馆的书画馆藏。其中不乏齐白石、黄宾
虹、陈半丁、胡佩衡、余绍宋、田世光、刘继卣、许麟
庐、董寿平、娄师白等近现代名家精品。
在昨天的开幕式上，
齐白石先生 93 岁时创作的
一幅四尺《残荷》国画，引来了众多参观者的驻足，
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将画作定格带回家。北京
劳动人民文化宫党委书记郭从友表示，此次的百余
幅馆藏作品只是太庙所有馆藏的三分之一，今后，
他们打算陆续将所有的作品进行分类并逐步向广
大职工展出。明年还将打造流动的太庙艺术馆，将
展览车开进工厂让更多的职工可以不出厂门就能
欣赏到优秀的艺术作品。
据了解，太庙艺术馆馆藏珍品书画展于 11 月
30 日前在享殿东西配殿展出，全市持“工会会员互
助服务卡（京卡）”的工会组织及工会会员可以免费
参观。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大型场所将使用
三维室内导航系统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在大型商场或者博物
馆里总找不到方向，这样的困惑不少市民都有。近
日，一款可以打通导航定位“最后一公里”的三维室
内导航系统将向本市大型公共场所推广应用，解决
室内
“转向”
难题。
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伯钢介绍，手机导
航在进入室内环境中，无法进行精确定位，不能满
足人们室内导航的需求，特别是室内公共区域，如
大型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地下车库、博物馆等。室
内导航从概念提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若干年，到现
在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话题，当下的室内导航
方式有无线 wifi 定位、蓝牙定位等，但这些导航方
式由于成本太高，很难普及，目前还停留在实验阶
段。而三维室内导航系统将有效解决上述出现的
问题，
实现导航定位的最后一公里。

公益元素融入
全国少儿绘画大赛

本报讯（记者 王晓芸）近日，由中国青少年发
展服务中心等主办的“我的家——全国少年儿童绘
画大赛”结束。据了解，
“我的家——全国少年儿童
绘画大赛”是一场大型在线少儿绘画大赛，比赛期
间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近 2 万幅参赛作品。大赛不
以传统技法为评判标准，而是以“童真、原创、孵化
小小艺术家”为评选依据，最终选出 600 幅金银铜
奖、特等奖、创作奖作品。
此外，本次大赛也融入了公益元素，通过“让小
朋友帮助小朋友”公益计划，在互联网平台连接需
要帮助的小朋友，使参赛的小朋友不仅可以拿作品
参赛，还能以此帮助有困难的小朋友，让公益事业
与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共同发展。

本市推
“行政+市场+技术”
网络消费监管新模式

“双 11”
期间网购投诉同比降 3 成

本报讯（记者 王薇）今年8月，北京市工商局
首次与11家网络交易平台建立数据交换共享，建立
本市“行政+市场+技术”的网络消费监管新模式。
新模式的效果在刚刚过去的“双11”期间初步显
现。近日，
市工商局通报，
11月11日至14日，
市工商
局 接 到 网 络 消 费 行 业 投 诉 964 件 ，同 比 减 少
31.78%。
上周五，市工商局召集京东、天猫、亚马逊中
国、苏宁、国美、聚美优品等12家电商平台，就进一
步落实《加强网络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
“协议”
）进行部署。

在部署会上，市工商局要求各签约平台属地分
局尽快实施“协议”内容，推动平台履行经营者首问
和赔偿先付制度，工商部门向电商平台开放企业登
记注册、投诉举报、信用信息等数据，使消费者在购
物时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企业的经营及信用状况。
截至目前，市工商局已与9家电商平台进行数
据交换，完成平台内经营的25631家北京网店的数
据比对工作。其中，京东作为商品质量数据交换的
试点企业，与工商部门积极交换商品质量数据，初
步实现了网络抽检的电子证据互认，开辟专门栏目
共同发布风险监测信息。

“协议”
中明确，
如平台经营者接到消费者投诉，
经核实销售者确实存在过错，平台经营者要向消费
者先行赔付，包括退还购货款项或者赔偿损失。市
工商局表示，
“协议”
签署后，
数据统计显示，
9月、10
月份网络消费行业投诉同比均呈现下降趋势。
“双
11”期间（11月11日至14日），市工商局接到网络消
费行业投诉964件，
同比减少31.78%。其中，
11家签
约企业行政调解数量同比减少了36.94%。市工商
局称，
“行政+市场+技术”的网络消费监管新模式，
在有效防控消费风险、推动网络消费纠纷快速解决、
降低消费投诉数量方面成效显著。

网友为
“北京榜样”
点赞过千万
本报讯（记者 王薇）11 月 10 日本市启动了为
2016 年度 62 位
“北京榜样”候选人点赞网络互动活
动。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主办方获悉，截至 20
日，
10 天来网民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为
“北京榜样”
点赞超过 1000 万个，
16 万人次参与集徽章活动，
收
到网友留言 4000 余条达 18 万字。
今年的点赞活动将在“北京发布”
、
“平安北京”
等进行线上推广，
邀请网友为 62 名 2016 年度
“北京
榜样”
年度候选人点赞。
活动首周，网民参与点赞留言的积极性持续升
温，网民纷纷抒写留言，从不同角度表达从榜样人
物身上获得的感悟和力量，真情实感，朴实自然，使
榜样人物更加可亲、可敬、可学。据了解，
“点赞”活
动设置优秀留言奖，将评选 100 条精彩留言，从 11
月 22 日开始，
将陆续在市属媒体集中刊发网友精彩
留言，与广大读者和网友分享，广泛播撒榜样真善
美的种子。

留言选登
徐之三为榜样徐聚民留言：从大山考入北京科
大，你用的是学识；从大都市走向小山村，你凭的是
理想。村官是你的头衔，实践见证你的历练，阳光
的情怀、助人的美德铸造高尚的你，但是路遇交通
事故，你冒寒风，设围挡，救治农民工，不怕讹诈，扶
起的不仅是伤者，
更是人心，
你是时代青年的楷模。
大飞哥哥为榜样刘清池留言：
在金板寸理发20多
年了，
目睹了他从2把椅子起家，
做到现在的规模。同
时也见证金板寸二十年如一日为顾客服务的精神。
一杯水，
一声问候，
长年为邻里孤寡残疾人义务理发，
为武警官兵，为航天英雄上门服务。没有华丽的言
语，
只有那京味的问候，
传递着北京人热情待客的心！
品味安静为榜样闫洪新留言：您手拉着手送智
障孩子的画面，不仅温暖了孩子的心，更点亮了我
们这个社会的爱心。您用行动将正能量传递给每

一个人，
是年轻人当之无愧的榜样。作为 80 后的年
轻人能关注到这个特殊群体，竭尽全力献出真心付
出行动，
就是 80 后这代人的骄傲！我为您点赞！
京宝为榜样范涛留言：身患绝症，他没有意志
消沉，而是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积极参加工作，绝
症没有成为他可以不工作的任何理由，足见其“敬
业”；生前将死后遗体捐献，仍念将其可用之器官用
于挽救其他人的生命，堪称其“奉献”。敬业奉献之
于范涛，
当之无愧！
李成华为榜样付静留言：在制假造假瞒天过海
这个大市场，你做良心药，诚实守信是你灵魂的底
线，国家强大，国人健康是你担当了责任。真、善、
美是悠扬的音符，歌唱你道德的守护者。伟大覆盖
了利益，加油啊！在你前行的路上，你鼓舞着我们，
我们为你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