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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推出家庭医生 App 试点
可实现预约诊疗、就医提醒等服务
目前， 西城正在研究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激励
政策，未来有望扩大能签约的医生范围，鼓励各级
医院医生加入家医团队。 同时，家庭医生 App 已
在西城区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推出， 可实
现预约诊疗、就医提醒等服务。

169 组件文物讲述通州历史

西城居民健康状况好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对 2017年落实
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
激励的通报》，在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市区的
通报中，共有全国 38个市
区；西城区成为本市唯一
一个荣获全国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
区，且位列全国第一。
西城区卫计委主任安
学军介绍，西城区共有 364
家医疗机构参与改革，参
改机构总数占全市的十分
之一，机构类型涉及广泛。
改革以来，社区门急诊量

上升 27.52%，二级医院下
降 1.61%，三级医院下降
19.12%。辖区各医疗机构
收入结构趋于合理，医疗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显著
提升。此次，西城区医药分
开综合改革总体平稳有
序、符合预期、反响良好，
另外，在全国直辖市
38个区健康城市综合指
数评价中，西城区也排名
第一。目前，西城区居民
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了
84.31岁，健康状况优于
全市平均水平，已经达到
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水平。

医联体内部充分联动

据介绍，目前，西城区
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与上级区属医院及公
共卫生机构实现了管理、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
“三个一体化”的紧密联
合。社区中心的上级主管
区属医院建立全科医学
科，调配专家到社区出
诊、开展带教，并参与全
科团队工作和签约患者
会诊。医联体内部各医疗
机构充分联动，完善“双
向转诊”机制，对社区转
诊患者提供优先接诊、优
先检查、优先住院等服
务，促使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让居民在社区就能享
受到二、三级医院同质化
的服务。
现在，部分辖区居民
已逐渐改变了传统就医观
念，得了常见病不一定扎
堆儿到大医院，而是可以
先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咨
询、或是拨打家庭医生的
电话。
此外，西城区加快推
进区属医院的发展，区属
三级医院由 2个增加到 6
个，同时，共建设区级临床
重点专科 21个，建立了口
腔、脑卒中、肿瘤等专科、
专病医联体。

家庭医生 App 试点使用

据安学军介绍，西城
区为了加强家庭医生团队
建设，在全市率先建设以
优秀全科医生命名的家庭
医生工作室，组建专科 全科慢病管理团队。通过
分析和研究常见病、多发
病特点和居民健康需求，
制定实施不同种类的签
约服务包。目前，共推出
了包括针对失能老人、困
难儿童、高血压、糖尿病
等 8类个性化服务包，涉
及 12类重点人群。同时，
安学军也透露，目前，西
城正在研究制定家庭医
生签约激励政策，未来有
望扩大能签约的医生范
围，鼓励各级医院医生加
入家医团队。
截至目前，西城各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实
现先诊疗、后结算服务新
方式。为保障药品供应，
西城区在全区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中实行药品阳
光采购，辖区 15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紧
缺药登记和采购制度、缺
药备案服务制度等，满足
患者就诊需求。
此外，区内 15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均与上级医
院建立合作，社区转诊患
者优先就诊，优先住院等，
在家门口享受到二、三级
医院同质化的服务。
同时，西城区还推出
了家庭医生 App，今年
已 经 在 包 括 新 街 口 、展
览路、德胜等几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试点使
用，通过 App医生和病
人客户端都增加签约服
务内容，患者还可以预
约就诊，查询健康档案；
疫苗接种、产检等服务
也将定时提醒，实现了
线上线下的互动。
北京晨报记者 徐晶晶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昨
天，《畿辅通会——
—通州历史文化
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上展文物共
169组件（上图）。这些文物向观众
展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部分成
果和通州的历史文化。
据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高红清
介绍，展览分为“邈远时代”“ 秦汉
变局”“水陆之要会 畿辅之襟喉”
“天庾正供 商贾辐凑”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展品是在通州
地区出土的石器等，阐释通州的自
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
第二部分展示了汉代的通州。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通州潞城出
土的一件印文砖。它是汉墓墓室铺
地的石砖，正面印有圆圈纹、菱形
纹。值得一提的是，在它上面还有
九个清晰可辨的文字——
—“位公

卿、乐未央、大吉昌”。这九个字反
映出了汉代人们的幸福观。
展览第三部分展示了金代
时期通州地名上的变化。高红清
介绍，1151年，金天德三年，金
海陵王完颜亮于潞县城西约八
里处，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
意。这是历史上“通州”地名的首
次出现。而这一关键性历史节点
在展品上也有体现。在 1975年
通州城关出土的一件金代宣威
将军石宗璧墓墓志拓片上，观众
可以看到，“ 通州潞县台头村”字
样。该墓志中明确出现了“通州”
一词，可以算是目前关于“通州”
最早的实物见证。
在展览的第四部分，配合明清
时期的文物，展示了通州的繁荣。
其中一件“军粮经纪密符扇”引起

了许多观众的注意。在这把扇子
上，写满了各式各样奇异的符号。
高红清介绍，当年各地漕粮运抵通
州后，官府会委派雇佣的经纪人员
加以验收。为了防止勒索舞弊等情
况发生，制定出了密符制度。每一
名经纪都有自己的一套密符，就写
在密符扇上。在自己验收、转运的
漕粮袋上，经纪用上好的“福炭”，
根据验粮的情况，把自己的符形画
在明显的位置。监察官员随时抽查
袋内的漕粮质量，合格便罢，有不
合格的，则对照着粮袋上的符形，
查出真实姓名，然后按照朝廷规
定，予以处罚。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该展览
将持续至 7月 23日，免费对公众
开放。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创新驱动成果显著 科研人员“放心干”

北京科技创新获国家表彰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杨亦静）研
制世界最高性能的 5纳米碳基光
电集成电路，推出全球首款人工智
能处理器“寒武纪”，发射北斗三号
卫星……5月 3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通报表彰北京市在科技创新
方面取得的成绩。据悉，近年来，北
京市在原始创新方面取得诸多成
果，在科技转化方面出台相关福利
措施，并联合相关单位为科技人员
提供更多政策红利。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郑焕敏介
绍称，在原始创新上，北京市取得
多项标志性成果，包括研制出全球
首款人工智能处理器，首个商用的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处理器“寒武
纪”，京东方交付全球首条第 10.5
代 TFT-LCD生产线，研制发射世

界上最高灵敏度的调制望远镜“慧
眼”，技术成果也同时改进了民生
福祉，首都食品安全检测实现全覆
盖等。据介绍，2017年本市确定的
215个工作任务和重点项目中，经
第三方机构跟踪评价，完成率超过
96%。
农林科学院相关负责人杨国
航告诉记者，许多涉农小微企业有
使用氨基酸分析仪、气相色谱质谱
联动仪等大型仪器的心愿，但苦于
价格高昂，根本无法承受，“我们每
年帮助一些农产品生产的小微企
业和合作社，目前我们接收和兑现
的有效创新券服务合同达 240
份。”据介绍，农林科学院内价值
20万元以上的 569台各类（套）设
备目前全部实现共享，每年共享服

务接近 1.5万小时。
杨国航口中的“创新券”，就是
市科委与市财政局联合实施的首
都科技创新券制度，这一制度为那
些有科研创新能力，但资金不足的
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雪中送炭”，
提供购买高校院所科研服务的政
策支持。
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中的研究员，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
福利。计量院科技与政府事务部主
任吴晓昱介绍说，政策的出台让科
研人员能够专心“科研”，不必再为
财政项目预算头疼。此外，计量院
还设置总项目的 20%以内的经费
用于激励科研人员。吴晓昱直言，
政策的出台让科研人员们能够“放
心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