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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将新增学前教育学位近万个
八成以上医疗机构开设老年人挂号、就医绿色通道
北京晨报记者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2018 年，朝阳区计划新建、改扩建 7 所中小学，新增优质学位
8040 个。 朝阳区还计划实现 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方便
老年人就医。

教育
各类型幼儿园纳入级类管理

2018年，朝阳区计划新建、
改扩建 7所中小学，新增优质学
位8040个。同时通过集团办学、
深度联盟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覆盖面，计划使全区优
质资源占比扩大到90%以上。
今年，朝阳区还将启动实
施《朝阳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
动计划》，加速构建普惠多元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拟通

过资源扩充、安全稳定保障、队
伍优化等八大工程，计划新增
学前教育学位近 10000个，将
各类型幼儿园纳入级类管理，
加强对无证办园的规范整治，
促进学前教育内涵发展。
“到 2020年，朝阳区计划
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以上，进一步提升学前教
育质量。”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

人称，“我们还将推进学前教育
阶段幼儿园管理星级分类改
革，实施‘示范园领航计划’，打
造优质幼儿园集群，保障学前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到 2020年末，朝阳区将力
争实现专兼职特级教师数量达
到 400人左右，名校长、好书记
数量达到 100人，各级各类骨
干教师占比超过 50%。

医疗
探索建立眼科、皮肤病医联体

朝阳区自 2012年启动建
设医联体，目前在完善区域全
覆盖的 4个综合医联体建设同
时，完成了中医、儿科、妇产、肿
瘤、精神 5个专科医联体建设。
“2018年，朝阳区将继续完善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实现有效
的医联体内部信息联通，充分
发挥三级专科医院的学科优
势，同时鼓励民营机构积极参
与。继续完善儿科、肿瘤专科医

联体建设，探索建立眼科、皮肤
病医联体。”朝阳区卫计委相关
负责人说。
今年，朝阳区还计划实现
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
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
服务的绿色通道，方便老年人
就医。朝阳区还将完善中医药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我们将
一方面培养德才兼备、一专多
能、针药并用、内外兼修、参西

衷中、能防善治、医药圆融的
区级中青年名中医，另一方面
遴选出具有海外行医经历的
中医药双语专家，作为指导老
师，建立基层中医工作室，培
养基层双语中医药人才。同
时，通过试点机构，打造朝阳
区涉外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基
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中医
药实训基地等，提供规范优质
的中医药服务”。

养老
3 家社区养老驿站设立护理站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称，今年，朝阳区将尝试把专业
护理项目植入社区养老设施开
展服务，在三家社区养老驿站
开展设立护理站，按照标准配
备专业设施和工作人员，为老
人提供基础医疗、专科护理门
诊，居家护理、护理资源调配、
转介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等服
务，三家护理站预计将于今年
上半年陆续开业。

“护理站是社区医疗和居
家养老的一种深度融合，护理
站开业后，社区老人在家门口
的社区养老驿站就可以享受到
康复训练、家庭病床等慢病护
理，疾病诊疗、床旁化验检查等
基础医疗服务，以及用药指导、
远程会诊等特色医疗服务，有
需求的老人无需再到医院排
队。而对于需要转诊就医的疾
病，护理站也将开通转诊绿色

通道”。
此外，“一键式”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平台也将于 2018年
试点上线。据介绍，朝阳区民政
局在潘家园街道 500个高龄、
独居和失独老年人家中安装了
智能服务终端，通过终端联通
999急救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社区养老驿站，以此解
决辖区老人应急救助、医疗服
务和便民服务的需求。

特殊老人免费享受服务

朝阳区民政局推出的“为
老服务大礼包”今年正式落地，
实施居家养老“四进”服务，为
有需求的高龄空巢、独居老年
人家庭开展巡视探访服务，为
有需求的失能老年人家属、保
姆开展照护技能培训。
“‘四进’服务，指的是将餐
桌、助浴、医疗和保洁服务送
进老年人家庭。”朝阳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让更
多老年人享受到这项服务，

我们还为辖区所有经济困难
家庭、计生困难家庭中 60岁
以上的失能、失智和 80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了每人每月
600元的服务，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将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养老驿站、照料中心分别
提供服务。”
针对区域内纯老年户和独
居老年人，2018年，朝阳区将
组织养老驿站工作人员、楼门
长、社区积极分子组成巡视探

防队，通过定期电话问候和上
门巡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巡
视探访服务。巡视员通过探
访，对老人的健康状况、卫生
环境、居住环境、煤水电使用
安全和老年人精神状态进行
评估。“巡访探视员原则上每
个月上门探视不少于 2次，电
话问候不少于 6次，对于身体
和精神状态较差的老年人，还
会增加探访的次数。”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环境
40 个老旧小区准物业“升级”

停车有空间、安全有保
障、环境更优美、服务更专
业……据朝阳区社会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朝阳区试点
开展“准物业”管理转型升
级工作，截至目前已推动 12
个街道的 16个老旧小区完
成了专业物业公司的引进，
形成了“居民自治 +专业管
理”的老旧小区管理模式。

2018年，朝阳区计划完
成包括六里屯十北社区、呼
家楼呼北社区等在内的 40
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
转型升级工作，力争在“十三
五”期间升级一批老旧小区、
打造一批品牌小区、培育一
批社会企业，逐步实现 181
个老旧小区“准物业”管理转
型升级全覆盖。

每个街道打造一个全景楼院

据区社会办负责人介
绍，朝阳区将楼栋、楼院作为
基本单元，出台了《朝阳区全
要素小区建设导则》。2018
年，朝阳区将通过治理小区
内存在的设施老化、功能缺
失、服务缺位等问题，重点完
成不少于 10个全要素小区
的建设，并在每个街道打造
不少于一个全景楼院。
全要素小区主要是指在
党政群共商共治、居民自治、
楼门文化和社区服务等方面
工作皆有所成效的小区。
全景楼院的打造则是将
楼栋、楼院作为基本单元，通
过实施建组织、建机制、建平
台、育文化；清阳台、清楼道、
清屋顶、整死角；查群租、查消

防、查安全、消隐患等措施，实
现标本兼治，生态生活环境优
化，360度全景体现楼院人文
内涵、安全管理和特色风貌，
让居民更有获得感。
目前，朝阳已实现城乡
446个社区居民议事厅全覆
盖。今年，朝阳区将继续把居
民议事厅向楼院、小区延伸，
按照有议事空间、有议事队
伍、有议事机制、有议事主
题、有共治机制的“五有”的
标准，在全区完成不少于
100个居民议事厅规范化建
设任务，在高碑店等 10个
地区办事处推进农村地区
居民议事厅规范化建设。全
区两万多个有条件的楼门
将做到楼门文化全覆盖。

实现街区“开墙打洞”动态清零

2017年，朝阳区街道
地区全年已累计完成“开墙
打洞”治理 4057处，“2018
年 6月底前，朝阳区计划
完成 944处‘开墙打洞’整
治工作，从而全面实现街
道地区‘开墙打洞’动态清
零。启动‘街区风貌整治行
动’，以雅宝路转型升级、

文化三里屯、亮马河水岸
打造为扣，以朝外、呼家
楼、团结湖、麦子店、三里
屯、左家庄等主题示范街
区打造为系，织亮街道地
区的金腰带。带动各街道
重点区域景观提升。”朝阳
区社会办相关负责人同时
介绍。

文化
三里屯城市书屋将开放

据朝阳区文化委相关 阅读、文化活动、文化讲座
负责人介绍，今年，朝阳区 等服务。未来将与环境提升
将进一步整合政府或社会 后的酒吧街呈现“闹静相
组织公共空间，推广复制 宜”的氛围，打造“文化三里
“城市书屋”模式，增加“城 屯”。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市书屋”的数量，进行科学
规划布局，解决部分区域公 “最后一公里”，朝阳区还将
共阅读资源不均衡不充分 加大社区流动美术馆建设，
利用基层办公场所、文化活
的问题。
三里屯城市书屋将于 动场地、闲置的空白墙面、
近期正式开放。书屋共二 宣传栏，将名家作品带到社
层，占地约 260平方米，藏 区百姓身边，计划在 2018
书 6000余册，并设有英文 年年底之前建成覆盖全区
专柜。三里屯城市书屋以开 所有街乡的 50座社区流动
放共享为设计理念，书屋建 美术馆，让大量的文化艺术
成后将为同里地区周边居 品走进千家万户，“常驻”居
民和三里屯一中师生提供 民身边。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