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9月1
日，中国邮政首届“邮乐919购物
狂欢节”在京启动。与其他购物节
活动不同， 该活动聚焦 “精准扶
贫”，将重点上线革命老区、偏远
山区、贫困地区的2.2万种特色农
产品，为市民带来“原汁原味原产
地”的农产品。

首届 “邮乐919购物狂欢节”
活动在邮 乐 网 （http://www.ule.
com/）开设了 “农品专场 ”“服装
鞋帽”“特色美食”“美妆洗护”“家
具厨卫”“三C数码”等品类专场，
并提供数千万优惠券。活动期间，

批发专区面向邮乐购店将分别开
展 “放心粮油农特专场”“九月九
的酒专场”“洁净万家洗化专场”
“爱你一万年家电专场”“金满大
地农资专场”5个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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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北京CED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新中街数十棵60岁大树“重见天日”

本报讯（记者 边磊）经过半
年综合环境提升， 东城区东直
门街道新中街社区被淹没在近

7000平方米违建平房内的数十
棵60岁大树重见天日。 经过统
一修剪， 再配以整洁平坦的道

路、美观的文化墙，俨然已成为
一条景观路。

记者昨天来到新中街 ，在
平房区的一条支路中， 原本仅
容一辆自行车通过的坑洼道路
被近三米宽的平坦道路所代
替， 现在已经可以停放汽车的
宽敞空间与原来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原本的二层违建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规矩的老房子。

据了解， 新中街社区占地
面积约5.9公顷， 平房院落约70
套、简易楼房10栋、居民1400余
户。在项目改造中，街道对进行
拆除违法建设的平房进行了外
墙保温工作 ， 共计保温面积
1000余平方米。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
日前从朝阳获悉， 该区在全市
率先启动对三环内具备入地条
件道路通信架空线入地工作 ，
共涉及道路147条，长度约83公
里， 此项工作将实现朝阳辖区
三环内全覆盖。据悉，朝阳区将
奥运核心区周边地区道路通信
架空线也同步纳入整治工作。

三里屯3·3商业中心是朝

阳区三环以内的一处通信架空
线入地管道建设点位。 记者在
现场看到， 这里的通信管道建
设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这两
天该处作业涉及的同里大厦南
侧路、幸福路、北太古里西侧路
地下管道建设就要完工， 总长
度约900米。

据介绍， 通信管道建设完
成后， 朝阳区将组织运营商等

通信架空线缆权属单位在预埋
的通信管道中铺设新线缆 ，把
信号切割到地下线缆，最后，组
织工人对道路上遗留的废弃线
杆线缆全部清除。 朝阳区还考
虑将强弱电共同入地， 彻底清
除视觉污染。 据悉，11月底，该
区将率先完成三里屯、朝外、奥
运村等重点街道辖区通信架空
线入地管道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9月1
日， 由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和北
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
的第四届“慈善北京”慈善图片巡
展暨“爱的瞬间”优秀慈善摄影作
品展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启
动， 与此同时，“2017慈善北京宣
传周”也由此拉开帷幕。

“爱的瞬间”慈善摄影作品征
集活动共征集作品5549张。 经专

家评审，活动现场展示了100幅优
秀摄影作品和慈善故事， 作品集
中展现了扶贫、济困、扶老 、救助
自然灾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活动共
展出三场，即9月1日至5日在北京
民生现代美术馆三层展出；9月4
日至6日在中华世纪坛中心展厅
展出；9月中旬在北京市社会组织
发展服务中心六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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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起本市20座地铁站可手机购票

首日共7401人完成地铁线上购票 本报讯（记者 任洁） 中国科
技馆今年设立“馆校结合基地校”
项目，本市共有200所学校成为首
批签约校，9月1日，来自16个区的
中小学代表获颁基地校牌匾。

据介绍， 今年中国科技馆设
立“馆校结合基地校”项目。发出
征集公告后，收到全市16个区300
多所中小学的报名申请， 依据市
级重点校、科技特色校、远郊区校

三类学校作为首批试点的择校标
准，最终选择了200所学校成为首
批签约校。

在合作框架内， 科技馆将为
签约校提供场馆活动、 创新人才
培养、校本课程开发、科技教师培
训、 科技馆活动进校园等五方面
的内容， 其中签约校可优先在馆
内开设长期性、跨学科课程，课程
开发由馆方和学校共同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9月1
日， 地铁单程票网络取票机亮相
北京西站，乘客只需要下载“易通
行 ”手机App，无需现金和零钱 ，
直接在手机支付获取二维码，就
可以在站内的网络取票机上取到
地铁票。据统计，20座大客流车站
实现线上购票线下取票首日，完
成取票7401张，其中北京西站、北
京南站、 北京站三站的取票数排
前 3位 ， 三站取票数之和占近
60%。截至9月1日，易通行App累
计下载近10万人。

据了解， 使用工商银行卡购
买的用户每单首张可免费。目前，
手机在线购买车票新增的20个大

客流车站分别是：五棵松、西单、
天安门东、天安门西、王府井、大
望路、前门、西直门、积水潭、东直
门、崇文门、北京站、动物园、北京
南站、南锣鼓巷、奥体中心、奥林
匹克公园、北京西站、国贸、十里
河。其中既有与铁路连通口岸站，
也有热门旅游景点站， 以及重要
枢纽车站。 随着20个大客流站的
加入， 北京轨道交通共有24座车
站可以实现线上购票、线下取票。

据了解，易通行App于8月20
日正式上线， 率先在机场线试点
运行 。10天内易通行App下载量
超过8万人；累计完成线上购票本
站取票近4000张， 占机场线单程

票乘客的2%。为了推广手机支付
购票，易通行App近期与支付宝、
工商银行等推出优惠购票活动，
10月31日前通过App绑定工银牡
丹交通卡、借记卡、信用卡进行支
付，首张地铁票免费，第二张票起
可享受随机减额的优惠。

记者还了解到， 将来待地铁
进出站闸机逐步更新后 ，“易通
行” 购票还将实现手机刷二维码
进站， 不必再到取票机取出实体
票。据了解，最快9月20日起，机场
线就可实现刷二维码进出站。 预
计到2018年一季度， 实现北京市
地铁全网所有线路和车站刷手机
二维码进出站。

邮政电商购物节推出2.2万种农产品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紫竹院拆违3100平方米为长河文化增绿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近日 ，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联合城管执
法队等 ， 对双紫支渠北面的
3100平方米违建进行拆除 。该
街道规划在原址上建造一处百
姓休闲娱乐园或绿茵停车场。

此次拆除的违法建设位于
车道沟南路西段。 主要用途除

两处原用于街道办事处公益设
施外， 其余基本都属于出租经
营使用，主要从事五金建材、装
修装饰、餐馆零售、宾馆旅社等
行业。 其中五金建材及装修装
饰店铺店外经营、 占道堆物堆
料等问题突出，屡禁不止，极大
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出行， 破坏

了支渠沿岸环境。
本次拆违复原了双紫支渠

沿岸环境， 方便了周边居民出
行，改善了长河沿线环境。下一
步， 紫竹院街道规划在原址上
建造一处百姓休闲娱乐园或绿
茵停车场， 为长河文化增绿添
彩，提升百姓生活获得感。

朝阳率先启动三环内通信架空线入地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即日
起 ，首届北京CED“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启动。 大赛共征集项
目96个，将通过初选、复赛和决赛
等形式，决出胜出项目，主办方北
京电子商务中心区建设办公室将
积极推动优秀项目落地。

此次征集的96个项目来自全
国各地。参赛项目共涉及农业、工
业、商业服务业、生物医药、文化

创意等多个互联网+领域， 其中
涌现众多涵盖共享理念 、 互联
网+推动供给侧改革、 传统产业
数据化和互联网+新零售为导向
的前沿理念。

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建设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赛启动
后将从三个阶段三种创新模式和
两项服务上推动大赛全效落实。
三种模式分别为初选辅导模式、

复赛点评模式与决赛答辩模式。
海选阶段以创业辅导为主， 择优
入选为辅，11位创业导师针对项
目的必备要素进行解析、辅导，帮
助项目成长 ； 复赛阶段将采取
“10+5”的项目路演模式，并按照
评分标准打分入围； 决赛阶段将
采取“12+7”的项目路演模式，全
面了解项目可行性， 为投资机构
优中选优提供依据。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9月
1日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
按照《慈善法》的规定对新申请登
记的慈善组织进行把关和审批。
截至8月1日， 本市共审批成立慈
善组织107个，其中基金会106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1个。

据了解，按照《慈善法》的规
定， 对于业务范围属于扶贫、济
困、 扶老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救助领域的基金会， 直接登记并

认定为慈善组织； 对于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基金会，
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后再到民政
部门申请登记和慈善组织认定。

此外， 本市开展志愿服务规
范化建设， 包括推动服务时间记
录和星级志愿者认定工作； 与部
分省市合作， 探索建立志愿服务
记录转移和接续机制等。目前，本
市持证社工人数达25082人，累计
完成社工登记37721人次。

本报讯（记者 唐诗）今年9月
1日是我国第11个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日。近日，由北京市卫计委与
海淀区卫计委主办的健康生活方
式日宣传活动在海淀公园举办。
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全市已建
成各类健康支持性环境585处。

今年的活动涵盖了健康骨骼
讲座与互动、 健步走实践、“三减

三健”健康知识与技能宣传、血压
血糖体脂检测与讲解等环节。据
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各类
示范机构1111家， 其中包括示范
餐厅183家、示范食堂282家、示范
社区378家、示范单位238家等，共
培 养 出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指 导 员
16738名，越来越多的健康使者活
跃在市民的周围。

本市200所中小学签约中国科技馆

全市健康生活指导员达16000余名

本市共审批成立慈善组织107个

“慈善北京”图片展记录爱的瞬间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记者从怀柔区卫计委获
悉， 北京怀柔医院将定期对口支
援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医院，使
丰宁百姓就近享优质医疗服务。

近日，北京朝阳医院、北京怀
柔医院和怀柔区中医医院17名专
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医院开展了
疑难病会诊，涉及神经内科、心内

科、内分泌科、老年科、急诊科、骨
科、儿科等7个专业。对口支援可
借助远程会诊平台， 协助丰宁满
族自治县医院解决疑难危重病人
的诊断和治疗。

据了解，北京怀柔医院今年5
月被北京朝阳医院托管， 截至目
前， 已有17个科室41位专家在北
京怀柔医院出诊。

怀柔医院对口支援丰宁满族自治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