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博雅） 昨天，房
山区第28届 “119”消防宣传月活
动启动。

启动仪式上， 参会人员一同
观看了龙湖北京房山天街商场应
急疏散、 微型消防站队员与消防
指战员灭火联合演练； 北京周口
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和龙湖房山天

街分别代表全区博物馆和大型综
合体单位做了消防工作典型经验
介绍； 房山区消防支队部署了第
28届消防宣传月活动工作方案。
现场， 还设置了烟雾模拟逃生帐
篷、高楼逃生往复式空降器、消防
员服装试穿和消防宣传车等体
验，并向群众发放消防宣传材料。

房山启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7日晚，
海淀区学院路地区举行大学生安
全知识竞赛。 此次竞赛共有六所
高校参与， 是首都高校首次举办
多所高校间的安全竞赛活动， 参
与人数众多， 共覆盖在校大学生
11万人。

据了解， 此次知识竞赛的开
展方式、 环节设置、 试题内容、
试题形式、 成绩奖励等每一个环

节都进行了较大创新。 特别是视
频题， 根据学校中发案率高， 与
学生息息相关的案例和情景， 自
编自导， 自己拍摄， 组织学生和
老师演出， 涵盖了交通安全、 煤
气中毒、 宿舍逃生、 防范诈骗、
实验室安全等五段短片。 通过组
织此次安全知识竞赛， 使学生们
更好地了解了安全知识， 增强了
安全防范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第四届全国119消防奖表彰会
在京召开，41个先进集体、44名先
进个人受到表彰。其中，北京市安
全芯消防志愿服务队和北京市顺
义区天竺镇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
张纪海分别荣获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奖。

全国119消防奖设立于2012
年， 每两年对热心消防公益事业
的基层社会单位和个人进行一次
集中表彰，倡导形成“全民消防，
生命至上”的良好氛围。迄今已有
152个集体、175名个人受到表彰。
目前， 全国已发展各类消防志愿
服务组织6.3万余个，注册消防志
愿者896万名。

据了解， 这次受到表彰的集
体和个人，来自基层一线、各行各
业。 北京市安全芯消防志愿服务
队2013年成立， 现有注册消防志
愿者360人，均为热心消防公益事
业的企业家、都市白领、大学生志
愿者等。6年来，服务队“敲开”平
常百姓家、“登上” 校园大讲堂、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已成为活
跃在首都大街小巷的一支专业消
防志愿者队伍。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武装部
部长张纪海获得先进个人奖。近
年来， 张纪海积极推动天竺镇消
防基础设施建设 、 火灾隐患整
治、 消防宣传教育等工作， 成效
显著。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1月5
日， 东城区工商联召开 “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
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 企业家
们围绕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商会和企业发展中的困
难和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东城区工商联主席、 商会会
长王曦表示， 目前民营企业的发
展面临着许多问题， 压力很大，
希望政府在市场准入、 资源配置
等方面， 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公

开、 平等的发展机会。 东直门街
道商会会长张蕊表示， 民营企业
的春天到来了， 抓住机遇， 深化
科技创新 ， 管理创新 ， 品牌创
新，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拓宽发
展渠道。 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刘兰
荣则认为， 应当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主
动为民营企业服务 ， 真正打破
“卷帘门 ” “玻璃门 ” “旋转
门”， 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
的发展空间。

六高校师生自编自演安全情景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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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进社区
冬日送健康

适逢“立冬 ”，谢国庆 、陈烨 、
庞琳等来自北京多家三甲医院的
民盟医疗专家，以义诊、讲座和面
对面交流的咨询方式， 为安贞街
道居民送来健康。据了解，这次公
益活动是民盟医疗专家开展 “学
雷锋、送健康”民盟医疗专家公益
行活动的第9站，也是民盟医疗专
家进社区暨政协委员进社区系列
公益行活动的第2站。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穆军升 王志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北京市第十四届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在首钢冬奥体育中心
开幕。

昨天，160名市民学习之星受
到表彰， 他们分别来自于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院、 孔庙国子监博物
馆等单位。此外，还认定了第二批
30个终身学习示范基地、16个职

工继续教育基地、20个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基地。

获得“学习之星”荣誉的孔庙
国子监博物馆馆长吴志友表示，
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将 打 造 若 干
文 化 产 品 ，把 传 统 礼 仪 、传 统
文 化 与 学 校 教 育 结 合 。 “将 来
传统文化还要社会化 ，博物馆
传统经典要内容活化 。” 吴志

友说。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

活动周历时两个月，全市16个区、
在京高等学校等各组织单位，将
安排1700多场活动。 进一步通过
举办学习周活动阐释新的学习理
念、教育方式，使得终身学习成为
首都市民一种生活方式， 成为生
活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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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记者
昨天从朝阳区获悉 ， 为 缓 解 交
通拥堵问题 ， 朝阳区开展安贞
路升级改造工程， 目前已取得重
大进展。 月底前， 安贞路将完成
由双向两车道到双向六车道的升
级改造。

近700米长的安贞路为城市
主干路， 是通往安贞医院、 华联
商圈的交通要道， 由于该路段较
为繁华， 常年停车资源紧张， 道
路拥堵不堪， 早已成为附近居民
日常出行的一块 “心病”。 为破

解该区域拥堵难题， 朝阳区采取
了 “疏通一点、 打通一线、 畅通
一片” 的整治提升思路。 其中 ，
“疏通一点”， 是指以安贞医院为
突破点， 区城管委、 交通支队等
部门与安贞街道共同努力， 协商
华联商厦、 新华阳光等停车资源
相对充足的楼宇的400余个车位
开展错时停车， 供安贞医院员工
以及部分周边居民停车。 “打通
一线 ”， 就是升级改造安贞路 ，
清理腾退路中央绿化带及停车
场， 增加双向四车道。 升级改造

后， 安贞路将由原先双向两车道
变为双向六车道， 同时变中间停
车场为路侧停车， 大大提升道路
通行能力。

本市再添16个职工继续教育基地

安贞路双向六车道改造月底完成

高丽营有了文化驿站
传承文化的村史馆， 布置温馨的妇女儿童之家， 书香四溢的农家

书屋……记者昨天在顺义区高丽营镇一村看到， 新建成的文化驿站正
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装修中， 而村里的老年乐器爱好者， 正在为村里演
出节目而进行紧锣密鼓的排练。 今年， 该村出台了 《高丽营镇文化驿
站建设与服务标准》， 按照 “7+X” 模式的建设标准， 其中 “7” 包括
一厅两家三室一场， 打造集文艺演出、 党员教育、 娱乐健身、 看电
影、 看书读报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驿站。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第四届全国“119”消防奖在京颁奖

东城民营企业家畅谈营商环境

本 报 讯 （ 记 者 盛 丽 ）
自2014年以来， 各区、 各部门 、
各单位坚持从社区、 村和基层单
位做起， 层层选树、 层层张榜、
层层宣传身边榜样， 各级举荐的
身边榜样已达25万人， 经过层层
遴选进入市级 “榜样库” 的榜样
候选人接近1万人， 被评选表彰
为 “北京榜样” 周榜、 月榜和年
榜人物的突破600人。

为大力弘扬时代新风， 培育
时代新人， 持续建设 “社会风气
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 市委
决定， 在全市广泛开展向 “北京
榜样” 优秀群体学习活动。

目前， “北京榜样” 群体已
分布各行各业， 覆盖到企业、 街

道社区、 农村、 机关、 大中小学
校、 科研院所、 社会团体和 “两
新” 组织。 他们中， 既有耄耋之
年仍发挥余热的老人， 也有风华
正茂奋力打拼的 “80后、 90后”；
既有自强不息、 心怀梦想的残疾
人， 也有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
先进人物 ； 既有科学家 、 企业
家、 教授、 大国工匠， 也有普通
的环卫工人、 农民、 参与北京建
设外埠人员， 普通民众占 “北京
榜样” 群体90%以上， 体现了这
个群体来自基层、 扎根基层， 具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些源自基层、 植于平凡 、
凝聚正能量的 “北京榜样”， 用
实际行动对习近平总书记称赞首

都市民 “热情开朗、 大气开放、
积极向上、 助人为乐” 的优秀品
质， 作出了生动诠释。 他们是新
时代首都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先进群体， 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 、 普通的日常生活
里， 默默无闻地发挥着美好生活
建设者、 创新时代领跑者、 社会
和谐维护者、 优秀文化传承者的
作用， 引领着新时代社会文明风
尚， 谱写着伟大的时代精神。 岗
位上、 普通的日常生活里， 默默
无闻地发挥着美好生活建设者、
创新时代领跑者、 社会和谐维护
者、 优秀文化传承者的作用， 引
领着新时代社会文明风尚， 谱写
着伟大的时代精神。

“北京榜样”5年评选出600多人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记
者昨天从通州区获悉， 漷县镇将
与通州区水务局联手， 将后尖平
村闲置坑塘改造成集雨工程， 用
于收集村内道路排出来的雨水，
预计建成后大约可收集5000立方
米雨水。

近日有市民反映， 在通州区
漷县镇后尖平村外有一个水塘蓄
满脏水， 周边乱堆垃圾， 引起了

通州区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据调查， 该坑塘形成于上世

纪80年代 ， 是村民建房取土形
成。 后尖平村委会为防止有人
私搭乱建 ， 将坑塘承包给本村
村民用于养鱼 ， 后来该坑塘闲
置， 树木落叶长年堆积。 为了还
清水质， 工作人员用几十米长的
绳子将水面的浮萍归拢， 再将其
打捞装车， 目前水塘周边已经整

顿一新。
下一步， 漷县镇还将为村民

每家每户修建排污管道， 保证村
内污水的正常排放， 引导村民将
垃圾堆放到村内的堆放点； 对偷
倒建筑垃圾、 渣土等违法行为严
肃查处； 镇级河长 、 村级河长、
河道巡查员将对管辖区域内的河
道、 沟渠和坑塘开展巡查， 发现
问题及时上报。

通州漷县脏坑塘将变雨水收集池

全市开展向“北京榜样”优秀群体学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