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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张家明走访企业送上贴心“服务包”

我区为企业“一对一”量身定制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王静 刘伟杰）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企业发
展，我区建立对企业常态化的“服务
包”制度，安排“服务管家”，一企一策解
决企业发展瓶颈，挨个上门走访企业，
为企业送上量身定制的“服务包”。11
月8日，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北京锋尚
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首批
区领导走访服务的企业，收到区委书记
张家明亲自送上的“服务包”。

区发改委成服务企业“总管家”

我区建立了“管家式”服务企业
统筹工作机制，由区发改委作为对接
服务企业的“总管家”，区相关部门是
对口企业的“服务管家”。“服务管家”

按照“专人定点、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的原则，安排区级领导每人联系1
家重点服务企业，定期开展走访调研，
上门听意见、送服务、谋发展，加强服
务企业有关政策的研究、储备和集成，
抓好政策落地兑现“最后一公里”。

“服务包”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创
新举措。量身制定的企业“服务包”
既提供普惠性的政策集成，从完善
产业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优化空间要素供给、强化人才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公共服务配给
等方面为企业送上全面的政策服
务，又从企业自身实际需求出发，针
对企业发展遇到的瓶颈、需要政府
协调解决的问题，依规按政策量身
定制的个性化政策和解决方案，做

到精准服务，一企一策助力企业更
好发展。

为企业送上6项专享“服务包”

当天，在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与
会人员开展了座谈交流。张家明详
细询问了企业生产经营、前景规划及
发展等方面的情况，感谢企业对东城
发展所做的贡献。副区长葛俊凯介
绍了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
张家明为企业送上量身定制的三个
方面 6 项专享“服务包”，包括落实金
融业支持、人才激励政策、人才引进
及建设服务、楼宇空间资源配置等具
体服务事项。张家明表示，我区高度
关注金融企业发展，在产业政策、政

务服务、风险防控等方面不断探索，
并结合企业提出的实际困难，不断为
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协调解
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企业在东城迸
发新活力。

在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家雷
为企业送上了量身定制的“服务包”。
张家明强调，近年来，我区大力实施

“文化强区”战略，特别是围绕推进老
城保护复兴，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
果。我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与锋
尚传媒未来目标愿景高度契合，希望
锋尚传媒扎根东城，实现更好更快发
展。我区将积极主动加强对接沟通，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服务包”覆盖范围将扩大

据悉，“服务包”提供的政策和承
诺事项，将由“服务管家”明确责任，
逐项兑现、办好办妥，实现政策不落
空，服务不打折扣，真心实意帮助辖
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推动辖区重点
企业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我区还将扩大“服务包”覆
盖范围，结合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工
作，将百强企业、总部企业、成长型企
业等纳入“服务包”支持范围，并根据
企业实际需求，及时优化企业“服务
包”内容。同时，不断创新服务企业
形式，畅通政企交流渠道，营造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

本报讯（记者 乔斐 王慧雯 李
冬梅）我区召开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全
面推开工作动员部署会以后，除试点街
道外的14个街道迅速进入新的管理体
制改革，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部署会后，全区 130 余名新任社
区专员及专员助理集体亮相。下周，
区委组织部将针对新任社区专员及
专员助理开展为期5天的专题培训，邀
请有关专家学者、区领导就基层党建、
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群众工作法等内
容进行专题授课，帮助社区专员及专
员助理更好地明确职责、开展工作。

11 月 6 日至 7 日，除试点街道外
的 14 个街道全部召开街道层面动员
部署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传达区委书记张家明在全区
全面推开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的
讲话精神，宣布本街道改革方案和干
部调整安排。截至11月7日，全区各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及人员调整
已全部宣布到位。各街道召开的组
织生活会全部以新组建的党支部为
单位召开，由兼任“六办”主任的处级
领导主持，街道全体党员表示一定发
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理解改革、

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按照改革的时间节点要求，交道

口街道工委对调整分工和后续工作
都做了缜密安排，7 名社区专员将在
本周五之前完成工作交接，确保机
构、职责、队伍等按要求及时到位。

在和平里街道，此次共有 12 名
社区专员即将到岗，其中包括 4 名社
区专员助理，是全区设置社区专员人
数最多的街道。“社区专员这份工作
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新起点，也是
一个新挑战。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
们要带着眼睛、带着耳朵、带着腿，多

听、多看、多观察。”在街道召开的管
理体制改革部署会上，和平里街道社
区专员齐晶云作为代表发言，她希望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尽最大力量，当
好社区发展的“领航员”。

“这 次 改 革 是 我 们 街 道 的 大
事，也是我们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
要转变，要求我们一定要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社区各项事
业的建设。”在永外街道召开的社
区建设办支部生活会上，原来的街
道城建科科长尚君即将到定安里
社区担任社区专员，他对今后的工

作信心十足。
在龙潭街道，街道工委迅速研

究部署，组建了工委书记任组长的
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了工
作专班，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改
革事项。“这次改革，意义重大，关
系到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和职能
作用能否充分发挥。”龙潭街道工
委书记杜娟介绍，在改革的过渡期
和适应期，街道工委将贯彻落实区
委决策部署，借鉴三个试点街道的
工作经验，扎实稳步推进改革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铺开 各街道有序推进
改革方案及人员调整全部宣布到位，下周新任社区专员及助理进行专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通过利用
腾退空间，永外街道建起 3 个养老服
务驿站，还有1个正在建设，以支持社
区开展为老服务项目。

10月17日，永外桃园养老驿站刚
刚开张，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
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六
大功能区就被前来咨询和体验的老
人挤得满满当当。永外街道社服中
心主任王岩介绍，桃园驿站是永外目
前最大、功能最全的一家驿站，辐射
了周边社区近5000名老人。

目前，永外街道共有65岁以上的
老年居民 10868 人，占常住人口的
11%。街道在整合地区资源支持的同
时，着重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

功能
新养老驿站里能吃饭能洗澡

永外街道自去年以来，在完善既
有养老服务设施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工作。截至
目前，通过利用腾退空间，已建成定
安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宝华里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和桃园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

3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共辐射定安
里、安乐林、景泰、桃杨路、宝华里、富莱
茵、天天家园、琉璃井、桃园、民主北街、
杨家园、李村12个社区。各驿站功能齐
全，配备有日间照料室、洗浴室、心理慰
藉室、保健康复室、老年餐厅，基本帮助
老年人解决了部分衣食住行问题。

据介绍，桃园社区养老驿站的前身
是经营烟酒、手机配件的小门脸，“疏整
促”后，街道通过征集民意、数据采集，
发现周边社区居民对日间照料等服务
有很大需求，于是协调沟通产权单位，
最终将这里改造成养老服务驿站。

“我85岁的老妈这回午饭算是有
着落了，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让老太太吃
上放心的饭。”在桃园养老驿站里，居民

吴素梅一边参观一边连连感叹：别看这
驿站不大，但功能可真是太全了。

培训
提升居民照顾老人基本技能

“我们通过开展养老护理技能培
训、体验适老化设施等活动，不但提
高了社区分管老龄工作的主任为老
服务的创新性，也提升了社区居民照
顾老年人的基本技能。”据永外街道
民政科负责人孟菲介绍，参加培训的
家庭照护者多为子女，平日更多侧重
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护理，缺少专业、
系统的培训，大家为此经常感到力不
从心，事倍功半。通过培训，这些家庭
照护者不仅学到了专业护理知识，还
发现了自己以往照护中存在的误区，
大家都表示回去就要活学活用，让老
年人享受更舒适、更贴心的照护。

与此同时，街道还建立了培训班
联络群，方便学员们及时下载相关课
程，持续性提升居家照护水平。

活动
看电影做手工唤醒青春记忆

今年敬老月期间，永外街道首次

引入社会组织，围绕着“改革四十载，
孝道千里行”的主题，开展“携手相伴
孝永外”系列为老服务活动。活动由

“光影心路”电影赏析、“巧手心灵”手
工制作、“多彩心情”绿植认养和“福
寿心愿”健康养生讲座四部分组成，
累计开展活动 8 场，服务近 300 人
次。其中，在电影赏析活动中，老人
通过观看电影《芳华》，回味青春，唤
醒青春记忆。在手工制作和绿植认
养活动中，老人们发挥互帮互助、乐
于分享的精神，收获了知识和快乐。

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的年货大集
也是永外街道每年春节前开展的一
项为老服务，主要解决了永外部分社
区存在公交线路少、没有大型综合性
商户，老年人采购年货不便这一实际
困难。

据永外街道工委书记陈卫兵表
示，目前管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正在
建设中，也是腾退空间再利用。未
来，永外地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辐
射范围将覆盖到 16 个社区。街道还
要进一步完善永外地区的应急体系，
建立微型消防站和小型急救站，让永
外地区居民能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便捷快
乐的晚年生活。

腾退小门脸 永外扩大养老服务版图
永外地区养老服务驿站辐射范围将覆盖到16个社区，管村养老驿站正在建设

桃园养老驿站中，大家正在进行各种益智、娱乐活动。 通讯员 辛桦 摄

“书香医院”数字借阅机亮相
可提供5万册图书，3万集听书；手机扫一扫可免费看书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11 月 7
日，“书香医院”云屏数字借阅机在
北京鼓楼中医医院亮相。

据了解，云屏数字借阅机云
端可以提供 5 万册图书，3 万集
听书，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
维码下载阅读和收听。鼓楼中
医医院药剂科的王硕轻轻在借
阅机上点了几下就将一本中医
养 生 书 下 载 到 自 己 的 手 机 中 ，

“ 中 午 休 息 的 时 候 正 好 可 以 看
看，整个流程还是很方便的。”

据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建设“书香医院”是区文化委的一
次文化创新尝试。由于在调研中
发现我区的医院多、学校多、交通
枢纽多，就有针对性地在这些地
方建设阅读设备，以解决人们的
阅读需求。目前已在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鼓楼中医医院、隆福医
院、东花市社区卫生中心、天坛社
区卫生中心等 8 家医院及车站安
装了 9 台云屏数字借阅机，解决
了文化便民设施不足的问题。

“书香东城”全民阅读平台的
建设者、北京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林表示，中
文在线每年投资数亿元购买数字
版权，确保让人民群众在云屏数字
借阅机上随时获取正版海量的优
秀阅读资源，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

区第一图书馆还向鼓楼中医
院赠送了 300 张“书香东城”数字
阅读卡。

从 2015 年提出“书香东城”建
设以来，我区发放了数字阅读卡 35
万张。目前，共访问数字阅读平台
1000 万次，数字图书下载 75.9 万
次，听书资源下载72.3万次。

未来，区文化委将在区域内
的学校、车站、公园、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等人员聚集区域逐步安
装云屏数字借阅机，创造随时随
地可获取阅读资源，真正实现人
们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的便捷
性，增加人们的阅读机会，不断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医务人员在下载图书。 记者 李冬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