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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闻
本市发布“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应急预案”

医疗机构不得拒诊拒收伤病员
本报讯（记者 刘欢）市卫健委日前发
布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应急预案”
，
确
保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
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后，
迅速展开救
援，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
预案明确要求，发生突发事件后，院内医
疗急救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诊、拒收伤
病员。
依据预案，当本市发生突发事件后，
市、区卫生健康委紧急医学救援领导小组
统一指挥协调，
并按照
“集中收治、集中管
理”
的原则，
调动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紧急
医学救援工作。最先抵达现场的紧急医
学救援队伍拥有紧急医学救援现场指挥

权，由级别最高的医生担任现场临时指
挥，
组织制定急救方案、开展检伤分类、实
施现场抢救；并负责调度现场救援力量，
安排现场车辆、协调相关单位、反馈现场
信息、提出增援请求等。当上一级医学救
援指挥到达现场后，现场指挥应及时向其
汇报工作情况，
并逐级移交指挥权。后续紧
急医学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后，
首先应向现场
指挥报到，
并服从现场指挥的统一安排。
预案明确，
紧急医学救援人员应开展
现场安全评估，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
积极开展医学救援工作。充分利用现
场条件设立特定功能分区，
将不同级别的
伤病员分区、分级进行急救处理。同时，

现场救治要依据“先救命后治伤、先救重
后救轻”的原则开展工作，分别用绿、黄、
红、黑四种颜色，对轻、中、重伤病员和死
亡人员进行标记，认真记录检伤分类结
果，并按优先顺序开展现场救治工作。
转送伤病员要依据“先重后轻”的转运原
则，优先转运危重和重伤病员，尽快将符
合转送条件的伤病员转运至医院。伤病
员分流应遵循“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
要”的原则。
当突发事件发生在地理条件恶劣、或
者伤员急需转运但受地面交通等因素限
制时，
可实施航空紧急医学救援。
预案要求，院内医疗急救机构不得

十渡黑鹳开枝散叶
本报讯（记者 于丽爽）相亲、产卵、
孵化……眼下，又到了黑鹳繁殖的季
节。在房山拒马河、
大石河流域，
常年生
活着四五十只黑鹳。民间野保组织黑
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发现，他们长期监测
的三个巢穴里，
黑鹳开始下蛋了！
“产卵前，黑鹳会在窝边不停地修
理树枝、
整理羽毛。都整理好了，
雌鸟才
会卧下，
准备下蛋。孵化期间，
一只鸟留
在家里，
另一只出去觅食，
留在家里这只
站在窝边进行警戒。根据我们这两天
的观察，
2号、
3号、
4号巢穴，
已经开始下

蛋孵化了。
”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
理高兴地说。黑鹳是濒危物种，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添丁加口是大喜事！
黑鹳一般在二月份开始频繁接触、
相亲；三月初衔枝筑巢；三月中旬，家基
本修建完毕；
三月中旬到四月初，
开始产
蛋；五月份小鸟破壳而出；六月、七月褪
去白羽，换成黑色羽毛；到七月中旬，小
黑鹳就可以离开巢穴，从高高的悬崖上
飞下来，
到河边觅食了。
眼下，进入了黑鹳孵化季节。孵化
期间，两只大鸟会轮流出来觅食。
“黑鹳

石景山区每年投入 1300 万

的食谱比较丰富，
小鱼小虾、
昆虫、
老鼠、
蛇、青蛙、林蛙等，都是它们的食物。泥
鳅和黄辣丁更好抓，是黑鹳的主食。”李
理介绍。出来觅食的黑鹳通常吃到六
七条鱼之后，就飞回巢穴。它的嘴下面
有嗉囊，
把存在嗉囊里的食物反刍出来，
喂食另一只鸟。有时候，两只黑鹳会同
时出来觅食，
但时间很短。
当雌鸟出来觅食的时候，雄鸟会不
会卧在蛋上，接着孵化小鸟？这个还是
科学界的未解之谜，研究者们到现在也
没找到确凿的证据。因为，
在自然界，
黑

以任何理由拒诊、拒收伤病员。收治伤
病员的医疗机构应按照本机构相应预
案，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建立伤病员院前
院内衔接以及院内救治的“绿色通道”。
院内医疗急救机构在做好伤病员救治的
同时，做好相关信息记录、汇总，并及时
向市、区卫生健康委紧急医学救援领导
小组办公室报告。
为持续加强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机构、院内医疗急救机
构、专业医疗救治基地及其他相关医疗卫
生机构，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每年至少
组织两次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培训或
应急演练。

鹳很难区分雌雄。当它们在同一个巢
穴里孵化小鸟的时候，
一只负责警戒，
一
只外出觅食，人们也仅仅能判断出它们
是一对。黑鹳的巢穴通常都在悬崖峭
壁之间，
也给观察造成困难。另外，
也不
是每只黑鹳的
“婚姻大事”都进展顺利。
前两天，黑豹队员就在二渡附近拍到了
还有一些黑鹳在
“相亲”
。
“二渡最容易看到黑鹳聚集，但最
多五六只。前两天，我们拍到了十多只
黑鹳在一起的场景，
我们分析，
这是父母
带着子女们在相亲。
”
李理笑着说。这些
黑鹳中，有的眼斑、嘴和腿是咖啡色的，
说明它们是亚成体的鸟；有的是鲜红色
的，
那是成年鸟。它们聚在一起觅食、
交
流。亚成体的鸟求偶动作很频繁：它们
先把脖子耸起，
伸得直直的，
头低低的，
打
开尾羽，
向前勾着，
像打开扇子一样，
两只
鸟做同样的动作，
还会嘴碰嘴、
互相梳理
羽毛。相亲成功，
两只黑鹳就会组建新的
家庭，
选地方筑巢、
产卵孵化。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 2000 年在十
渡为保护黑鹳而成立，
当时，
该地区的黑
鹳数量只剩下三四只。19 年来，
他们在
拒马河流域建起了四个黑鹳保护站，发
现了 11 个黑鹳巢穴，
有的寄生虫太多在
闲置晾晒，有的因为自然原因岩石松动
无法使用，
有的被苍鹭强占，
目前还在使
用的有四个。黑鹳每年产蛋一次，每次
三到五枚。19 年里，
这些巢穴已经成功
孵化出 25 只左右的小黑鹳并茁壮长大，
拒马河流域的黑鹳数量高峰时达到 70
只左右，因为小黑鹳需要开疆拓土等原
因，目前这一区域的黑鹳数量稳定在四
五十只左右。
李理摄

四项补贴政策推动就业

企业招用技能大赛获奖者也有补贴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 王天淇 通讯
员 董保杰）记者昨日从石景山区获悉，
该
区推出多项就业优惠政策，
推动就业。政
策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将一直延续至
2021年底。
政策新增用人单位稳定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用人单位招用登记失业人员岗位
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技能大赛获奖者补
贴、新建企业招用本区劳动力就业补贴等
4 项。预计每年投入财政资金 1300 万元，
覆盖全区所有企业。
用人单位招用石景山区登记失业人
员，
享受北京市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期
满后继续留用该人员的，
签订一年及以上
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
的，可申请给予该用人单位不超过 3 年的
区级社会保险补贴。用人单位稳定就业
社会保险补贴以北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标准的 60%为最高补贴基数，
低于
北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60%
的，
按照实际缴费基数予以补贴。
凡本市注册、正常经营的各类用人单
位（国家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各级政
府公共管理服务项目、村集体组织公益性
项目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未经改制的村
集体经济实体除外），当年新招用石景山
区登记失业人员 2 人及以上、占当年新
招职工比例超过 50%、依法签订 1 年及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职工社
会保险、月工资收入不低于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 1.2 倍的，可申请给予该用人单
位区级岗位补贴。用人单位招用登记失
业人员岗位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补贴年限最长不超过 3 年。已符合享
受北京市岗位补贴条件的，
不享受区级岗
位补贴。

在大学生创业方面，
凡石景山区生源
毕业的大学生自毕业之日起 2 年内自主
或合伙创办企业的，
可申请给予该毕业生
最长不超过 3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大学
生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以北京市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 60%为最高补
贴基数，
低于北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标准 60%的，按照实际缴费基数予以
补贴。
石景山区注册、正常经营的各类用人
单位（同上标注），招用技能大赛获奖者，
并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可申请 8000 元
至 5 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补贴。用人单位每
招用一名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
并稳定就
业一年以上，按金、银、铜、优胜奖可分别
获得 5 万元、4 万元、3 万元、2 万元一次性
补贴。用人单位每招用一名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获奖者，并

稳定就业一年以上，可分别获得一次性 1
万元、
8000元的补贴。技能大赛获奖者原
工作单位属石景山区的，不得申请该补
贴；
用人单位与补贴对象终止或解除劳动
关系后，
重新招用的，
也不得申请该补贴。
另外，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石景
山区内注册经营并正常纳税的新建企业，
每自然年度内累计新招用石景山区劳动
力达到 5 人及以上、依法签订 1 年及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的，
该新建企业可申请本年
度内一次性就业补贴。用人单位与补贴
对象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又重新招用
的，
不得再次申请该补贴。自然年度内新
招用石景山区劳动力累计达到 5 至 9 人
的，
该新建企业可申请本年度内一次性就
业补贴，补贴金额为 5 万元；达到 10 人及
以上，
该新建企业可申请本年度内一次性
就业补贴10万元。

海淀警方半个月找回三名迷路老人
警方提醒:给老人兜里放上联系卡
本报记者 高健 通讯员 马睿甫 刘
丽丽 李姗
“太感谢了，我就取个钱的工夫，人
就不见了……”王女士握着海淀公安分
局田村派出所民警付鑫晨的手，连声感
谢。多亏民警连续 5 小时的寻找，才把王
女士已经 86 岁高龄的母亲找到。
3 月 5 日 16 时许，田村派出所接到报
警人求助，称乐府江南小区停车场内，自
己的母亲走失。付鑫晨赶紧出警，找到
了报警人王女士。
“今天下午，我开车拉着 86 岁的老母
亲去银行取钱。”王女士说，停好车后，自
己嘱咐母亲留在车内等自己。没成想，
等王女士取完钱回来，母亲已经不在车
上了，她到处寻找都找不到。
付鑫晨通过查找小区停车场监控录

像，发现王女士的母亲自己下车后就在
周边转，转着转着就走远了。考虑到老
太太步行应该走不远，而且她身着蓝色
上衣很好认，于是付鑫晨就和王女士沿
着老人走远的方向寻找，同时，付鑫晨联
系派出所的值班员，也帮忙通过监控寻
找老人。21 时许，付鑫晨与王女士在某
小区门口发现老人。老人说，就想从车
里出来溜达一下，由于老人家并不住在
田村地区，对周围也不熟悉，走远了就迷
路了，老人就这样一直走了 5 个小时，直
到民警找到她。见到母亲平安无事，王
女士万分感谢民警。
没过几天，3 月 9 日下午，海淀公安
分局羊坊店派出所也接到一名好心群众
报警，称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在公
主坟立交桥下迷了路。
派出所民警徐连生、周颖颖赶到现

场，找到了迷路老人。老人姓周，已经 85
岁了，是一名孤寡老人，腿脚不灵便，身
体也不太好。老人早上从西城区家中出
来到丰台区参观一家养老院，但谁知下
午回来打出租车时，怎么也记不清家里
的地址了，出租车司机把老人放在了公
主坟路边，幸亏有好心路人报了警，不然
老人还不知要在路边徘徊多久。
经过徐连生和周颖颖耐心询问，
老人
只记得家住西城区电报大楼附近，
具体地
址实在记不清了。民警安慰着老人，
把老
人扶上了警车取暖，
检查了老人的随身物
品，
却发现老人的证件上登记的是外地地
址，没有其他线索。于是，民警便驾车沿
长安街慢慢开，去往老人所说的电报大
楼，
希望老人能想起点什么。
这时，老人突然记起管辖自己小区
的派出所好像是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

调转车头开往西长安街派出所。到派出
所后，西城民警立即查询了老人的相关
信息，发现老人正是他们辖区的居民，就
住在离派出所不远的西绒线胡同。随
后，两区民警一同将老人送回了家，并联
系了社区居委会对老人加以照顾。而在
2 月 27 日，海淀公安分局海淀派出所还
帮助一名 92 岁的走失老人找到了家。
警 方 提 示 ，随 着 天 气 转 暖 ，老 人 遛
弯儿、出门增多，若家有年长老人，请尽
量在他们的衣物或常用的包袋中，放入
写有家庭住址、姓名、联系方式的小卡
片、身份证件等；平时尽量不要让老人单
独外出，以防走失或发生意外；对于独居
老人，街道居委会应该加强关爱，避免出
现意外；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迷茫”的
老人，也应主动关心，发现老人有困难，
应该及时帮助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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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市场监管局成立活动保障队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昨天，东
城区市场监管局重大活动综合保障
团队宣告成立。这支由 80 名青年业
务骨干组成的
“重大活动综合保障团
队”，将为接下来本市一系列重大活
动提供全过程、全维度、全链条、全天
候的综合安全保障。
上月 22 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
挂牌成立。
“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核
心就是要打破原有部门间的壁垒。”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重大活动综合保
障团队负责人唐红介绍，
“大监管”
落
地后可以解决分段监管、多头执法、
协调不畅的执法弊端，
提高整体市场
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
综合保障团队成立后，80 名队
员平时分散在各个处室、队所里，遇
到重大保障活动，他们将迅速集结，
每 3 至 6 人为一组。小组成员覆盖
了原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等主要监
管领域的工作职能，
各组轮流驻场为
各项重大活动保驾护航。
“ 这种组合
在时间上实现了事前、事中和突发事
件监管全覆盖，在空间上实现了外
围、内部、核心区域全覆盖，
在监管链

条上实现了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全
覆盖，为各项重大活动提供由内而
外、无缝衔接的全方位、全天候安全
保障。
”唐红说。
据了解，
队伍的融合不仅体现在
现场执法上，
也体现在每一位队员的
技能上。为了让他们熟悉新的工作
方式，该局制定了《保障活动工作手
册》，涵盖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市场
秩序等各个监管领域，共涉及 18 大
项 63 小项的检查内容、检查标准、工
作流程和突发情况现场处置指导。
唐红表示，通过培训，这支队伍里的
每一名成员都要是
“多面手”，
要同时
掌握各领域、多方面的监管知识。
昨天下午，刚刚成立的重大活
动综合保障团队执法人员前往东城
区某酒店开展现场检查。在检查
中 ，执 法 人 员 查 看 了 电 梯 间、冷 荤
间、面点间、食品库房及商品部等区
域，详细了解食品原料进货索证索
票、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和特种设
备维护保养等有关规定的日常执行
情况，并对酒店内设广告宣传是否
合规进行了排查。

昨天，2019 年“劳动光荣·爱国情奋斗者”
北京市职工摄影文化活动月
活动在玉渊潭公园启动，
包括主题摄影展、
摄影比赛、
劳模及职工摄影家采
风等20余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现场，
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员工
向房山区佛子庄中心小学的10名小学生赠送数码相机，
开展艺术扶贫。
本报记者 吴镝摄

企业造假投标冬奥工程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 曹政）近日，北京
市住建委发布《关于对深圳市新国俊
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弄虚作
假行为的通报》。记者注意到，
在
“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幕
墙工程”招投标过程中，深圳市新国
俊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被发
现弄虚作假。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
又被称为“冰坛”。该工程就位于中
关村南大街的首都滑冰馆旁。
“冰坛”
建成后，将承担我国 2022 年冬奥会
冰壶、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球等多
个项目的训练、竞赛任务。今年 1
月，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特意向北京市住建委递交了关于
“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幕
墙工程”
的投诉书。投诉反映了在该
项目资格预审过程中，
深圳市新国俊
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弄
虚作假行为。
早在去年底，
“冰坛”
已经实现封

顶。按照此前披露的施工计划，
封顶
后进入内部砌筑、装修施工以及设施
设备安装等阶段，
其中备受期待的外
立面幕墙，预计在今年 6 月底初步完
成。针对该工程的招标小组由工程业
主、
施工方、
专家等组成。深圳市新国
俊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前来投
标，
但在评标过程中就被发现弄虚作
假，
最终相关单位并未与其签订合同。
经调查核实后，
市住建委依法对
深圳市新国俊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作不通
过资格审查处理的处理决定。
市住建委的通报中还披露，
鉴于
冬奥会工程的重要性，
深圳市新国俊
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为确保廉洁办奥，
营造诚信守
法的市场环境，
促进招投标行业健康
发展，
将深圳市新国俊建筑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弄虚作假的行为向社
会通报。

6 名骗保人被停卡 3 年
本报讯（记者 王天淇）本市打击 （急）诊和住院类医疗费用，
由个人持社
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又有新成果，6 名
会保障卡使用就医并全额现金支付，
一
参保人因伪造外购处方报销被停用
年一次按规定给予报销医疗费用。
社保卡 3 年。同时，两家此前被中断
记者还从市医保局获悉，
此前，
北
执行医保协议的定点医院经过 6 个
京丰台建都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市
月的整改，将从本月 15 日起正式恢
昌平区沙河中西医结合医院因严重违
复对参保人员费用的结算。
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被市医保中心给
据市医保局通报，
在本市打击欺
予中断执行协议六个月的处理，
进行
诈骗保专项行动中，
根据对手工报销
整改。近期，
丰台区、
昌平区医疗保险
费用票据的审核结果，发现 6 名参保
经办机构及市医保中心分别对这两家
人员使用伪造的外购处方报销相关
医院进行了检查，
发现其整改后符合
费用，违反了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决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条件，
遂
定自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停止这 6
与这两家医院恢复签订北京市基本医
人的社会保障卡使用。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
并自
根据市人力社保局《参保人员违
本月 15 日起，
恢复对这两家医院医保
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处理办法》规定， 参保人员费用的结算。同时，北京九
对停卡人员医疗费用实施重点监督检
华医院此前因违反基本医疗保险有
查，
期限为三年。重点监督检查期间， 关规定，被市医保中心给予黄牌警
改变结算方式，
该参保人员发生的门
示，
现经过整改，
取消黄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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