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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将探索建立眼科医联体
记者今日从朝阳区“两会” 了解
到，目前，朝阳区已在全区推广了医养
结合“四进”服务，43 个街乡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能为属地常住居家高
龄、重病、失能、部分失能老人以及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 提供家门口的
慢病管理、基本医疗、康复护理、临终
关怀等健康养老服务。
2018 年， 朝阳区计划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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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
年内八成医疗机构
设就医“绿色通道”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南磨房社区
卫生中心。这里“巡诊进家庭”服务，可
“健康管家”协助医
以用信息化平台的
联体内大医院与社区服务中心合作组
建的专全结合医疗团队， 以分级诊疗
为基础， 为居家老年人开展远程会诊
服务。“健康管家”负责实现患者健康
档案和既往病历的实时远程分享。
目前， 朝阳区已在全区推广了医
养结合“四进”服务，43 个街乡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能为属地常住居家高
龄、重病、失能、部分失能老人，以及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 提供家门口的
慢病管理、基本医疗、康复护理、临终
关怀等健康养老服务。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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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探索建立
眼科、皮肤病医联体
去年， 朝阳区调整医联体组织结
构，紧密型医联体现已覆盖全区，实施
资源共享的一体化服务模式， 实现医
联体内部信息联通共享， 完善双向转
诊制度、技术下沉基层机制，通过分级
诊疗和双向转诊， 实现在一个医联体
内部为大部分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具体
流程是初诊在社区，一般疾病到二级医
院，急危重症转诊三级医院，三级医院
诊疗结束后需要康复或进一步护理的
患者，再转到二级医院或一级医院。
同时完善协作型医联体建设，辖
区内全部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纳入医联
体体系，以专科协作、科室共建、临床带
教、业务指导等方式，与 1 家或多家基
层医疗机构建立协作型医疗联合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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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朝阳区探索推
进“康复 /护 理 病 床 进 家 庭 、
巡诊进家庭、送药进家庭和
E 网进家庭” 的 “四进”服
务，目的是为了满足属地常
住居家高龄、重病、失能、部
分失能老人以及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老人的实际需求。
其 中 ，E 网 进 家 庭 是 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互
联网手段， 如手机 APP、可
穿戴设备、 移动监测设备对
老年人进行疾病管理， 为老
人提供预约挂号、线上咨询、
健康档案管理等线上服务，
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南磨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为居家养老患者上门巡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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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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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

独居老年人家庭
开展巡视探访服务

“
一键式”养老服务平台
今年试点上线
据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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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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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平台也将于今年试点上线。据介绍，
朝阳区民政局在潘家园街道 500 个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
为老服务大礼包” 也将于今年正
式落地实施，
“大礼包” 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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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介绍， 针对区域内纯老年户和
独居老年人，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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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 / 记者 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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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将增学前教育学位近万个
记者从朝阳区教委获悉，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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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将计划实现普惠性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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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告诉记者。
“
到 2020 年末，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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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朝阳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添 8 家城市书屋， 并计划年底建成 50
座流动美术馆，打通朝阳区公共文化服
文 / 记者 蒲长廷
务
“
最后一公里”。

“
温暖衣冬”让爱心接力传递
予人玫瑰，手留余香，传递爱心，
温暖四方。 12 月虽寒风凛冽，农业银
行北京分行却一片暖意洋洋。 为积极
响应团市委的号召，让更多的贫困人
员能在这寒冷的冬季穿上一件抵御风
寒的外衣，北京分行于近日启动“
温暖
衣冬”公益捐赠活动。 此次活动由共
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志愿者联
合会等联合发起，旨在将社会热心人
士捐赠的冬衣送到全国各地有需要的
人手中。
活动启动后，北京分支行团委积
极行动，开展了青年志愿者招募活动，

通过张贴海报、群发邮件、朋友圈分享
等方式，动员广大员工为贫困地区的
人们捐赠冬衣送去温暖，涌现出许多
值得赞扬、可圈可点的人和事：“衣服
早就已经洗干净、叠整齐了，就等活动
开始了！ ”有位大姐在捐赠时骄傲的
说；
“
这件衣服还没穿过，看吊牌还在，
把它带给更需要的人吧！ ”一名客户
经理把几件没有穿过的新衣服捐了出
来；“以后设立固定捐赠点吧，咱们这
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定期举办我举双
手赞成！ ”一名柜员建议道。
北京分行本次“
温暖衣冬”捐衣活

动采取了更为严格、更为透明的方式，
衣服必须是八成新以上的羽绒服和棉
服外套，清洗干净，无污迹和气味，无
破损； 每件合格的捐赠衣物上都会有
一个识别码， 根据识别码捐赠者可以
监督到衣物的每一个流程以及衣物最
终落实到谁的手里， 这也意味着青年
志愿者们面临更大的工作量。
虽然时间紧张， 但志愿者们分工
明确，有条不紊，他们怀揣着爱心对捐
赠衣物进行了认真的筛查、 整理、打
码、装袋，仅仅两周时间就募捐并整理
出 110 箱 580 件合格冬衣，并送往团

市委指定高校， 由大学生假期返乡送
到贫困人员的手中。 青年志愿者们纷
纷表示，“奉献爱心是一个美好的过
程， 除了让我们全身心感受到爱的传
递，也让最需要的人温暖一冬”。
本次活动得到了全行员工的积极
响应，辖内东城、西城、昌平、海东等支
行青年志愿者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温暖衣冬”公益捐赠活动的开展
给这个寒冷的冬天为最需要的人送去
了一份关爱和温暖， 对引导青年员工
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正能量、弘扬良好
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