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丽） 海淀
区中关村街道排查出位于北四环
保福寺桥东北侧，一个二层（局部
三层） 彩钢板房违建里住了50多
人，有重大安全隐患。24日，街道
联合城管等部门，对二层、三层进
行拆除。

据介绍， 这里原来是金隅集
团下属的一个水泥厂， 后来被征
地，目前处于建设期。�“这两处
违建加起来有100多个房间，高峰
时住了四五百人。”中关村街道办
事处主任王翔宇介绍， 街道将用
三至五天时间，将二层违建拆除。
宾馆加盖的二层也将拆除。 宾馆

一楼消防通道不达标， 将责令其
停止营业。

据了解，此次排查，街道共查
处96处安全隐患， 其中14处是彩
钢板建筑。 最晚在12月5日之前，
全部彩钢板房将拆除完毕。

中关村街道清理整治安全隐患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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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大学生深入研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推动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昨天举办首
都大学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读书研讨会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专业研究生新生奖学金、 学术
奖学金颁发仪式， 推动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引导首都大学生把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

研讨会前， 北京大学中文系
韩毓海教授作为首都教育系统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和 “百
位名家共讲十九大”活动专家，深
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学习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研讨会现
场，与30位理论学习骨干、学生党
支部书记、 少数民族学生代表和

留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研读著作
的收获和体会。在研讨会上，北京
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 中国人
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
新教授与6位学生代表先后发言，
提出认真研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对于学习掌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真谛、 对于了解当今人类最新理
论成果具有深刻意义。研讨会后，
各高校将组织广大师生掀起学习
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的热潮，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滋养
工作和学习、生活全过程。

在2017年度北京高校马克思
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新生奖学
金、学术奖学金评定工作中，经高
校推荐、资格复审、专家评审、网
上公示等环节， 评出黄敏等92名

新生奖学金获奖学生、 曹金龙等
50名学术奖学金获奖学生， 其中
新生奖学金每人奖励2万元、学术
奖学金每人奖励3万元。

据了解 ， 市委教育工委于
2016年启动首都大学生 “读书读
经典” 活动， 推荐阅读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开设 “名
家领读经典” 市级思政课， 至今
已邀请金一南、 胡鞍钢、 李稻葵
等60余位理论名家为3000余名各
高校学生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之道， 受到广大师
生的高度关注和欢迎。 近期， 市
委教育工委以学习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一卷和第二卷为重要
依托，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 进课
堂、 进学生头脑”。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昨天，
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举办了“V蓝·北京———
我的环保日记”“供暖季 我行动”
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邀请中国科
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正研级高级
工程师孙扬博士、 中科院物理所
袁洁博士、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
车辆学院汽车动力性与排放测试
实验室谭建伟等专家， 通过数据
分享、 现场实验、 互动交流的形
式， 倡导市民自觉践行科学环保
的生活方式。 活动中， 正式推出
“每周少开一天车”晒图有奖线上
活动。

2013年底， 由首都文明办发
起在全市开展了 “文明北京蓝天
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全市
评选出了100个“三微”示范案例，
2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和600名
绿色生活好市民。 今年全新打造
了一档环保真人秀节目———《V
蓝·北京讲环保》， 每期选出一个
关注度高、热点性强、趣味性浓的
环保话题， 倡导科学环保的生活
方式。截至目前，已经录制播出了
《家用智能节水小助手》等多期节
目， 单期视频最高观看人数高达
672万，点赞量高达803万人次。

此外，“每周少开一天车”活

动从11月27日起正式上线。 活动
至明年3月15日截止，网友只需关
注“V蓝·北京”微信互动平台，登
记车型和车牌号， 向公众号后台
发送仪表盘公里照片 （含日期），
两次上传照片的车辆行驶里程基
本一致， 且停驶时间达到24小时
的，认定为停驶一天。超过24小时
整数倍的， 按整数的倍数认定停
驶天数（除限行日外）。每月停驶4
天、5-10天、11-15天以及停驶15
天以上（不含限行日）者，有机会
获得知豆电动汽车使用权、ofo小
黄车骑行券、防霾口罩、工匠艺术
牙膏、燃油宝等活动奖励。

“每周少开一天车”晒图有奖活动上线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昨天，东
城区首个街道党校———天坛街道
党校成立。仪式上，来自基层党组
织的党务代表和党员代表， 分别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治理 “龙须
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和近年
来推动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
目，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
都功能疏解两方面， 讲述了天坛
地区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 为了改善地区群众
居住环境，增强百姓获得感，忘我

奉献、努力拼搏的故事。
街道党校成立仪式后， 东城

区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专家、
中共东城区委党校社区建设教研
室主任、 副教授徐珊珊， 为天坛
地区12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上了
党校第一课，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行了全面的传达和学习。 天坛
街道工委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
开设专家学者讲座、 党政一把手
讲党课， 以及领导干部深入社区
调研座谈， 优秀社区党务、 非公

企业党务和优秀党员宣讲等形
式， 与百姓宣讲、 文艺活动等有
机结合， 全方位、 多层次进行十
九大精神宣讲， 预计首轮覆盖人
数3000人。”

下一步， 天坛街道工委将探
索以街道党校为支点， 以社区流
动课堂为主渠道， 以多层面宣讲
员队伍为纽带的， 全覆盖、 扁平
化、 放射式的基层理论武装和思
想教育路径， 不断将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宣传引向深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26
日了解到， 顺义区民政局落实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
行动。 截至目前， 对18家养老机
构、10家鳏寡孤独特困老人翻建
房屋施工地、122家福利彩票销售
点、22家养老驿站开展检查235家
次，发现隐患655处，整改655处。

据了解 ， 区民政局从福利
科、 办公室、 老龄工作科、 福彩
中心等科室抽调人员组成两个督

导组， 采取 “定期例行查、 不定
期突击查”、 “四不两直”、 “双
随机 ”、 “夜查 ” 等检查方式 ，
对全区养老服务驿站、 鳏寡独居
老人翻建房屋施工工地、 养老机
构、 儿童福利机构等重点行业管
理单位进行安全生产督查 。 同
时， 加强消防、 人员密集场所、
建筑施工领域的安全隐患排查，
并建立隐患台账， 及时、 彻底整
改消除隐患。

本报讯（记者 孙艳） 昨天，由
中国科学技术部与北京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承办的2017中国（北京）跨国
技术转移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
心开幕，会期3天。大会期间将进
行1500多次项目对接， 预计达成
600余次合作意向。

本届大会以 “汇聚全球之
智、 共谋创新发展” 为主题。 按
照 “创新战略、 前沿趋势、 要素
整合、 产业发展” 四大技术转移
重点板块 ， 开展近30场专场活

动， 聚焦前沿技术、 创新创业、
科技金融 、 绿色发展等热点话
题， 以论坛研讨、 项目路演、 项
目对接、 展览展示及线上会议等
形式展开。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第
三届亚欧科技创新合作论坛，推
动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建设，
促成亚欧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实质
性合作。 同时，为落实国家“一带
一路” 倡议的总体部署， 强化与
“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的合作，将
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云南省
昆明市举办大会昆明站活动。

中国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在京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上周
末， 由延庆区政府和北京市燃气
集团共同主办的延庆区2017年安
全宣传月活动暨北京燃气 “煤改
气” 走进延庆安全宣传活动吸引
了香营乡数百名村民。

现场， 北京燃气延庆有限公
司员工向村民做了燃气用具的安
全操作演示， 并组织现场村民开
展了安全知识竞赛， 同时通过耐
心细致的咨询服务为到场200余
名村民解答了各种专业问题。

据了解，从本月15日开始，延
庆区政府和燃气集团以安全节能
使用燃气、燃气服务全面化、实现
“村级联络网 ”、 国企接待活动

“四个主题”持续开展一个月的安
全宣传活动。其中，延庆公司通过
村内大讲堂让用户了解并规范使
用燃气及燃气具；安排全区“煤改
气”村庄对接人，通过专项培训提
升基层服务质量；在“煤改气”村
建立“村级联络网”，确定各村安
全服务专员， 建立与壁挂炉厂商
维修网点、电话联系机制，实现全
区管线图公开化。

据了解， 延庆区城乡燃气管
网总长约540公里，覆盖了城区及
10个乡镇，有6万多户村民炊事使
用上了液化气，53个村庄实现了
“煤改气”工程，1万多户村民的炊
事、取暖用上了天然气。

“煤改气”宣传活动走进延庆香营乡

中学生进车队
宣讲文明出行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故宫博物院与房山区大石窝
镇签署协议， 合作建立汉白玉研
究基地。 以促进汉白玉石材产业
与传统历史文化有机结合， 全力
打造汉白玉文化的专家智库、 理
论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高地。

据了解， 今后， 双方将从文
化、人才、产品、市场、品牌等方面
开展合作。 其中，文化合作方面，
将组织汉白玉文化研讨、 汉白玉
文化节等活动， 在与潮流融合的
同时， 继承与发展汉白玉文化，

提升汉白玉文化层次； 人才合作
方面， 将通过定期举行人才交流
或技术交流活动 ， 对汉白玉文
化、 雕刻工艺、 管理经验等方面
进行研讨， 实现人才优势互补；
产品合作方面， 将合作开发具有
代表性的旅游纪念品， 并进行系
列分类， 借助故宫旅游市场， 提
升汉白玉旅游产品的认知度及市
场竞争力、 影响力。 市场合作方
面， 将以 “故宫基石文明探寻”
为主线， 设立旅游线路， 为旅游
者全方位展现汉白玉文化。

故宫与大石窝合建汉白玉研究基地

顺义民政局开展安全整治专项行动

近日， 北京十八中西马校区
“国旗下讲话”系列活动走进公交
集团第十九车队5路汽车公交场
站， 5名学生代表围绕 “文明出
行”等内容进行了精彩演讲，车队
优秀驾驶员、 乘务员结合文明行
车与学生进行了交流。 此次活动
一方面让十九大精神在车队实际
工作中得到体现， 另一方面也让
学生充分了解到公交文明乘车的
意义。 本报记者 张晶 摄影报道

东城首个街道党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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