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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服务月”将供岗3.5万助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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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闵丹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获悉， “2017年暑期北京地
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将于
7月10日拉开帷幕， 至8月31日结
束。 活动期间， 将举办各类就业
服务活动94场， 其中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76场， 预计参加招聘的用
人单位将达到2400家， 提供就业
岗位3.5万个。

据了解， 2017年， 北京地区
毕业生总量24万人， 位于历史高
位。 相比去年， 今年的暑期服务
月活动周期长 、 场次频 、 岗位
多、 形式新。 毕业生可登陆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
源 市 场 服 务 频 道 （www.bjrbj.
gov.cn/rlzy)、 “好工作” 微信公
众平台查询了解暑期服务月活动
安排、 用人单位岗位信息等， 各

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所属
网站也将发布本区就业服务活动
安排及岗位信息。

同时， 此次活动将针对六类
困难家庭毕业生实施 “一生一
策 ” 精准帮扶 ， 并在首场活动
中， 专门开设 “创业企业专区”，
为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人才招聘
服务。 暑期服务月活动期间， 还
将为津冀地区用人单位牵线搭

桥，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津
冀地区就业， 投身雄安新区等建
设。 据悉， 下一步， 本市还将瞄
准服务 “三城一区” 建设， 为高
校毕业生就业开辟 “绿色通道”。

7月17日至21日 ， 全市各级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将同步
开展 “就业帮扶开放周活动 ”，
困难毕业生可在现场享受实名登
记、 就业指导、 简历诊断、 档案

咨询、 社保咨询、 求职礼仪和职
业介绍等十项公共就业服务。

服务月活动中， 人力社保部
门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将在7月
10日首场招聘活动中举办 《寻找
创业机会的七种武器 》 专题讲
座， 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创业导
师以案例形式讲授大学生如何捕
捉创业机会， 有创业意愿的大学
生均可现场免费参加。

本市将开辟“绿色通道”助力“三城一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7月
5日 ， 2017-2018年度 “礼在北
京， 让出文明” 无违法车辆评比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从
即日起， 北京注册的私人小型客
车车主可报名参加活动。

据了解， 为倡导文明驾驶习
惯， 市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首都精神文明办、 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从2017
年7月26日起， 在全市开展2017-
2018年度 “礼在北京 ， 让出文
明” 无违法车辆评比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从即日起到2018年
6月19日通过 “北京交警”APP及
“北京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公众号”
报名。 报名车辆为本市注册的私
人小型客车 ，2016年度全年无严
重交通违法、责任交通事故记录。
报名车主如出现交通违法行为
的，违法当月即被淘汰、取消参与
活动资格。 2017年7月26日起，“北
京交警”APP每月将抽取500名幸
运车主，共抽取12次、6000个中奖
名额， 奖励信息将以手机短信形
式发放， 中奖车主将获得30元至
500元不等的幸运奖励。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大
附中、 附小石景山教育集团昨天
成立， 集团将发挥北大附中石景
山学校、 北大附小石景山学校的
引领示范作用， 扩大石景山区北
部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 到明
年， 石景山区八大教育集团将全
部成立。

据悉， 该集团集合了北大附
中石景山学校、 北大附小石景山
学校、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分校、
石景山区先锋小学4所学校，北京
大学、北大附中及所属集团学校、
北大附小及所属集团学校、 驻区
部队、 中关村石景山园管理委员
会、苹果园街道办事处、北京市八
大处文化景区管委会等7个地区
资源单位，依托北京大学、部队机

关和八大处等资源优势， 形成教
育行政部门、大学、部队、社区共
同参与建设教育集团的模式。

成立后的北大附中、 附小石
景山教育集团将充分吸纳北京大
学、 北大附中和北大附小的高端
教育资源， 全面整合和发挥石景
山区北部八大处区域的教育优
势， 协同推进集团化办学教育改
革与实验，系统整合课程、师资等
资源，实现成员校优质均衡发展。

据介绍， 年底前计划成立景
山远洋教育集团， 明年还将成立
北师大附中京西分校教育集团，
构成由八个教育集团和四大学区
构成的区域教育格局。 未来， 八
大教育集团将派石景山区副处以
上的教育领导担任集团理事长。

北大附中、附小石景山教育集团成立

本市车主可报名无违法车辆评比活动推动王府井西单等市级商圈提质升级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昨天，

市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培育扩大
服务消费优化升级商品消费的实
施意见》。 市发改委副主任燕瑛
介绍， 《实施意见》 提出了促进
消费发展的二十三方面45条措
施， 通过这些措施， 使全市的服
务消费和商品消费并重发展， 总
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实现服务消
费占总消费、 中心城区以外地区
消费占全市消费两个比重持续提
高。 到2020年， 最终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率达到70%左右。

《实施意见》 主要包括培育
扩大服务消费； 优化升级商品消
费； 创新扩大有效供给， 改善优
化消费环境等主体内容。 其中，

培育扩大服务消费中提到， 培育
400-500家实体书店， 推动文化
娱乐行业转型升级， 拓展文化消
费空间； 高水平建设运营环球主
题公园， 高标准筹办2019年世界
园艺博览会、 2020年世界休闲大
会， 落实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 优化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
服务 ， 打造全球旅游消费目的
地； 打造 “一刻钟健身圈”， 加
快落实本市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
划， 力争到2020年足球场地数量
不少于1610块。

关于优化升级商品消费方面
《实施意见》 提到， 将着力改造
升级中心城区都市消费区， 推动
王府井、 西单、 前门大栅栏等市

级商圈和特色商业街提质升级。
落实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计划
和 “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建设任
务， 补齐亲民便民的消费服务设
施短板； 协同开展京津冀农产品
流通体系创新行动， 拓展京津冀
消费服务合作空间。

此外，为落实《实施意见》将
开展多项重点工作。其中，在便民
商业上， 重点落实市政府固定资
产投资补助便民服务设施项目，
按照连续3年，每年2亿元资金，努
力实现在城市社区实现早餐、蔬
菜零售和便利店（超市）等便民设
施全覆盖，其中，2017年建设提升
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 积极推进
“阳光餐饮”工程。

本市发布促进消费发展实施意见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本市将
研究建立冬奥会标志保护机制 ，
开展奥标非法使用专项整治，以
确保冬奥会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
不受侵犯。

近日，市工商局发布了《关于
深入实施首都商标品牌战略的若
干意见》，加强商标品牌建设的指
导和服务， 创新商标品牌应用的
监管和保护，培育“北京服务”“北
京创造”品牌，打造“品牌北京”。

根据《意见》，本市将依据北
京市整体规划和区域特点， 分阶
段渐进式推进全市商标注册受理
窗口的新增设立，初步形成“东西
南北” 辐射全市的便利化注册服
务新格局。 将鼓励企业制定符合
自身发展特点的商标品牌战略，

引导老字号企业实施特许经营、
品牌合作等品牌发展战略， 加大
对高科技产业、互联网信息产业、
文化教育产业、商务旅游服务业、
健康医疗服务等行业的指导力
度，依托中关村，打造中关村国家
商标品牌战略实施示范区。

《意见》明确，本市将加强对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涉奥
法律法规及冬奥会相关知识的培
训， 研究建立2022年冬季奥林匹
克标志专有权保护协作机制，组
织开展奥标非法使用专项整治，
以确保冬奥会奥林匹克标志专有
权不受侵犯。

此外， 将推进京津冀执法联
动，加强跨区域商标保护，对侵权
假冒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形成
全链条打击， 推动形成京津冀商

标保护联合执法工作格局。
据介绍， 本市有效注册商标

数量稳步提升。 目前， 有效注册
商标数量为100.7万件， 位居京、
津、 沪、 渝直辖市首位， 全国排
名第三； 每万户市场主体累计商
标拥有量为4591件， 全国排名第
一 ；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数量
1442件 ,位居直辖市首位 ， 全国
排名第六。

开展奥标非法使用专项整治 确保专有权不受侵犯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通州区政府、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
和北京友谊医院签署协议， 由北
京友谊医院管理通州区新华医
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新华医院” 正式揭牌， 将
使通州区及津冀地区居民在家门
口即可享受到市属三甲综合医院
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 友谊医院将全面提
升友谊新华医院医、教、研和管理

水平， 使其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
医疗保障的一支重要力量。 友谊
新华医院将着力发展消化系统疾
病诊治、肾脏及泌尿疾病诊治、口
腔医学， 以及建设头颈部疾病学
科群。同时，利用16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 建立以友谊新华医院为主
体的医疗服务共同体。依托“医院
带社区”的服务模式，将服务的触
角延伸至社区、扩展到家庭，来推
动实现分级诊疗。

北京友谊医院托管通州新华医院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房
山区近日召开良乡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实施方案及规划编制
工作会， 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

据了解， 产业园规划已纳入
房山区“十三五”规划和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 园区总面积3.89
万亩，其中农用地2.5万亩。目前，
园区农业企业8家，其中国家级龙

头企业1家，市级龙头企业3家，科
研人员100余名， 承担国家“863”
项目的民营企业一家， 拥有35项
企业自主研发国家专利和60多项
企业核心技术。2016年，园区完成
投资3.8亿元，农业科研投入2350
万元，实现农业总产值4.75亿元。

据了解， 园区创建工作预计
2020年完成。 全园预计年总产值
达到10亿元以上。

房山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单车停放不能
只顾方便自己

共享单车的普及确实给
人们的最后一公里出行带来
便利。 然而， 在地铁周边乱
停乱放的现象依然严重。 昨
天， 记者在地铁7号线湾子
站看到， 有人为了自己方便
把单车停在进站人行入口，
使得有些乘客要先搬走车辆
才能进站。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本市将研究建立冬奥会标志保护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