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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10元洗个
“幸福”
澡
腾退空间首次改建老年浴室
昨天上午，东城区首家由疏解腾退空
间改造而成的适老化便民浴室投入使
用 。 最 低 只 要 花 10 块 钱 就 能 洗 上 一 次
澡。由于这家便民浴室位于体育馆路幸福
中街，因此被取名为“幸福”便民浴室。

便民浴室最低 10 元洗一次

建菜店设想被居民否定
“大爷，您在这先插卡，然后打开淋浴
的水龙头，水就流出来了，调到您觉得合适
的温度，就能洗了。洗完了一定记得关水、
拔卡，不然您这卡还继续走字。”工作人员
一边操作插卡计时式的淋浴设备，一边向
居民演示讲解。
“幸福村社区之前有两间自管房屋，腾
空后，街道就琢磨能不能利用这两间小平
房建个便民菜店？没想到一提出来，立刻

市纪委节前通报
违纪违法行为

三人因酒驾
被开除公职

防滑地板、助浴椅、救助按钮一应俱全

遭到了附近居民的反对。”东城区体育馆路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洁告诉记者：
“大家反
映，幸福大街上有个早市，龙潭公园西北门
对面也有个菜市场，菜便宜新鲜种类还多，
距离不远，走着就到了。”那大家想要什么
呢？居民们说了，
平房区洗澡不方便。
摸清了居民们的想法，体育馆路街道
反复调研论证，最终拍板决定，就拿这腾退
出来的两间小房，改建成价格公道的便民
浴室。
“ 辖区范围内的老年人多，建起的浴
室还必须进行适老化改造”，刘洁说，于是，
“幸福”便民浴室由政府负责出资，聘请专
业的养老机构负责浴室的适老化改造和后
续的运营管理。

幸福中街小胡同内，一扇崭新的红漆
大门旁，已经悬挂起“幸福村便民服务浴
室”的招牌，老人可以抓着金属扶手，沿着
无障碍通道的斜坡轻松进入浴室内。
便民浴室分为男女两部分，摆放有一
人高的免费存衣柜和更衣凳等常规设施。
但走进浴室，记者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
负责浴室运营的上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秦芳指了指脚下的地板，说，浴室的地
板上铺设的是特制的防滑地板，就算淋上
水，也绝不会打滑。走进淋浴间，记者看
到，两个淋浴喷头附近的墙壁上，都安装有
安全扶手。淋浴喷头的正下方则放置了可
升降的凹槽助浴椅。秦芳说，洗浴时室内
雾气蒸腾，有时温度较高，如果老人担心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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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半出现眩晕等问题，可以坐在椅子上。
淋浴间的墙壁上，
还安装了醒目的红色紧急
救助按钮。一旦老人洗浴时遇到紧急情况，
只要按一下按钮，
经过专业救护培训的前台
工作人员就会立刻进入浴室内提供帮助。
秦芳介绍说，按照洗浴时间不同，便民
浴室的收费也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价格
比较亲民。比如，普通洗浴收费一共分为
10 元/20 分钟、15 元/30 分钟两档。如果需
要由工作人员提供助浴服务，则收费 60 元/
次，享受助浴服务的居民可以使用北京一
卡通养老助残卡。所有的助浴服务员都经
过了专业洗浴培训，不仅能够严格按照标
准提供洗浴服务，还能够及时处理居民在
洗浴中出现的突发情况。

上半年还将开一家
刘洁介绍说，
“ 幸福”便民浴室的营业
时间定在周一至周日，每天 14 时至 20 时开
放。不过，因为浴室面积有限，最多只能供
4 名居民同时洗浴，有需求的居民需要提前
进行电话咨询、预约洗浴时间。
目前，幸福村便民浴室能覆盖周边大
约 370 多户居民，现阶段，还只能暂时对体
育馆路街道的居民开放。刘洁说，在“崇外
6 号地”的平房区内，目前正在建设一处
400 平方米的养老驿站，春节后将进入装修
阶段，养老驿站中将专门辟出一片区域建
成面积更大的便民浴室，预计今年上半年
即可投入使用，能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洗浴
服务。
本报记者 张楠 胡铁湘 摄

本报讯（记者孙颖）春节临
近，市纪委市监委密集通报违
纪违法行为，其中 3 人因酒驾
被开除公职。
今年 1 月 10 日晚，首创集
团原副总经理谢德春餐后驾驶
单位公务用车回家途中因醉酒
驾车被查获，受到开除公职处
分。2018 年 4 月 24 日晚，市发
改委京津冀协同发展综合处原
处长吕永忠饮酒后自行驾车回
家被查获，吕永忠受到开除党
籍 、开 除 公 职 处 分 。 2016 年
11 月 20 日晚，西城区城管监
察局月坛执法队原队员侯杰值
班巡查期间擅自脱岗，违规驾
驶公务执法车外出用餐饮酒，
侯杰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除此之外北京市煤气工
程有限公司三分公司工程管理
员郭嘉也因酒后驾驶单位公务
用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市纪委市监委今天还通报
了海淀 5 起违反八项规定问
题，包括：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
局永定路执法监察队原队长王
晓东违规使用公车问题，东升
镇海升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
委员、副总经理兼清华园宾馆
党支部书记马文胜以操办喜庆
事宜违规收受礼金问题以及海
淀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张
浩违规使用公车问题等。

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进入回天社区
年货组团 线上线下联动

寺小吃等老字号品牌当日销售格外火
爆。而苏宁易购、国美等线上平台也将
实惠带至线下，通过销售电饭煲、榨汁机
等家用电器，
赢得不少消费者青睐。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北京跨年
促销节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促销，现场的
商品可通过网上平台和线下实体同步购
买。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购买商品的消
费者还可获得 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新
春福袋，福袋中包含福字、春联、窗花、红
包等物品，
可为新年增添一份喜气。

零距离感受商业变革

经过数月时间发酵，日前，由北京市
商务局主办的 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终
于进入网红社区——回龙观天通苑社区
中的融泽嘉园二号院。作为“2019 北京
跨年促销节”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 囤年
货·慈睦天伦”为消费者带来了超过 20 家
特色品牌商品。其中，既包括北京老字
号商品，还包括新型生活服务业商品，此
次活动进入社区消费者不仅可以感受线
下消费的乐趣，还可以在现场通过企业
设立的入口进入线上，享受专属优惠，真
正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联动。此前，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还成功举办了“快闪购·
名品奇炫”
、
“食为天·活色生鲜”等活动。

网红社区亮点多

在汲取前两届经验的基础上，本届
跨年促销节紧扣消费升级热点和趋势，

在企业参与度、促销形式等方面进行突
破和创新，呈现时间长、全场景、商圈多、
玩法热、形式新等亮点。此次落地网红
社区融泽嘉园二号院的“囤年货·慈睦天
伦”就是最好的体现。
当日，现场聚集了包括每日优鲜、百
花蜂业、真素℃百岁米、希玛林顺潮眼
科、一轻金鱼、管家帮、美年大健康、雅达
旅游、朝阳邮局、酒仙网、月盛斋、吴裕
泰、光照人有机茶、国美、乐友、1919、珐
琅厂、潘家园养老公寓、苏宁易购、苏宁
小店、华天二友居、华天护国寺小吃等超
过 20 家企业。
笔者在活动现场注意到，今年北京
跨年促销节进社区的活动聚集了大批消
费者，其中不少消费者“闻声而来”，由于
活动开幕时间较早，吸引大批老年消费
者前来选购，其中华天二友居、华天护国

作为一场“跨新年、跨业态、跨平台”
的大规模跨界联动促消费活动，
本届跨年
促销节活动整合了全城乃至全国优秀品
牌企业的百余家线上平台、千家线下门
店、数万类商品参与促销，全市各大主流
商圈也同步参与，
大量爆款、
网红商品，
以
更低的价格参与跨年狂欢，
全方位满足各
种年龄、
性别、
需求偏好的消费人群。
以此次“囤年货·慈睦天伦”为例，现
场除了满足老年消费群体的健康监测、
食品、年货等产品，还有手机、电动剃须
刀等适合年轻人购买的商品。
在进入回天社区之前，12 月 26 日，
“食为天·活色生鲜”
活动率先在曲美京东
之家北五环旗舰店举办。由企业家代表、
媒体代表和消费者组成的 30 余人考察团
现场体验了电子价签、AI 智能导购、虚拟
货架等趣味科技设施，
零距离感受智能科
技给传统门店和消费便利带来的改变。
而京东也于 1 月 18 日在北京落地
JOY SPACE 无界零售快闪店年货节扶
贫专场。是 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期间以
“快闪购·名品奇炫”
为主题的首个快闪店。

活跃节日消费市场
北京跨年促销节的落地，在为消费
者带来实惠和知识的同时也为北京的商
业发展增添一份活力。根据数据显示，
2018 年的北京跨年促销节共带动北京市
场 206 亿元消费的成绩，较上年同期增
长 47%。据统计，部分商家在跨年促销
节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 200%。同
样是覆盖元旦与春节两大节日的 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自然也会在此期间为
北京商业继续出力。
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不仅是一场跨
年促销，更是一场跨业态的联动，让北京
商业在融合中发展，满足北京市民不断
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北京作为国
内最大的消费城市，正在经历一场深刻
的消费革命，高科技、智能化不仅改变着
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服务业，也为人们提
供了新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
接下来，2019 北京跨年促销节将把
岁末年初的品质消费、
品牌消费推向新高
潮，进一步丰富首都节日消费市场，给京
城百姓的日常消费提供更多的便利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