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将至 , 延庆区第33届龙
庆峡冰灯艺术节开幕迎客。 今年
的园区分为彩灯区、 冰展区和娱
乐区。 拥有大型灯光雕塑4组、花
灯350组、树灯2000棵、长城灯数
万米和万盏装饰灯。 本届艺术节
展区布置以2019北京世园会为主
线，憨态可掬的世园会吉祥物“小
萌芽、小萌花”成为游客们合影拍
照的热点。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龙庆峡冰灯展
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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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召开的北京市商务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推进“深夜
食堂”建设，在西城、朝阳、丰台、
石景山、通州和“回天地区”各打
造一条 “深夜食堂” 特色餐饮街
区，点亮夜间消费。

据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介
绍， 去年本市实现总消费额2.54
万亿元，增长7.4%。其中，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17万亿元， 规模
再创新高；服务消费额超过1.3万
亿元，增长11.8%，在总消费中占
53.8%，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为
82.6%，成为消费增长“主引擎”。

全市重点任务全面完成 。建
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1529
个，提前完成民生实事任务。疏解
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204个，完成
全年目标。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形成68项全国首创或效果最
优的创新举措， 为开放型经济发
展探索积累了经验。

对于2019年全市商务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 闫立刚介绍： 总消
费增长7.5%左右， 服务消费占总
消费的比重达到55%左右。 货物
贸易规模不减， “双自主” 企业
出口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 服务
贸易增长5%以上 ， 对外贸易结
构不断优化。

另外， 研究推出全市繁荣夜
间经济促消费政策， 支持24小时
便利店建设， 鼓励重点街区及商
场、超市、便利店、餐厅等适当延
长夜间营业时间； 推进 “深夜食
堂”建设，在西城、朝阳、丰台、石
景山、通州和“回天地区”各打造
一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点亮夜间消费。

同时，为拓展中高端消费，今
年将培育一批品牌企业， 做优一
批“老字号”企业，制定促进全球
新品进京首发、 开设首店或旗舰
店的政策措施， 推动环球主题公
园及周边商业配套项目建设，扩

大品牌消费。同时，全面推进中国
（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建设，支持海外仓、保税仓等跨境
电商仓储设施建设， 新建10家以
上跨境电商示范体验店。 实施新
一轮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 新增
家用电磁炉、 电风扇和电饭锅等
节能商品品类， 推广新能源货车
2000台左右， 创建一批 “绿色商
场”示范店，大力发展绿色消费。

在促进服务消费增长方面 ，
将推动制定鼓励旅游、 文化、体
育、教育、养老、健康、信息消费等
一系列促进服务消费的政策措
施。 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
样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服务，
支持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剧
院、实体书店等文化设施建设，推
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提
升民宿、“农家乐” 品质和服务能
力， 打造 “书香北京”“走进博物
馆”“一刻钟健身圈” 等服务消费
品牌。

支持24小时便利店建设 鼓励重点街区及商超等适当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24
日， 北京2022年冬奥会首批官方
接待饭店签约仪式在北京冬奥组
委举行。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
务部部长于德斌与首批官方接待
饭店代表签署住宿接待服务协
议。10家饭店作为三个赛区的101
家接待饭店的代表与北京冬奥组
委签约。

据悉 ， 为实现对北京 、 延
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各利益相关
客户群住宿资源的集中统筹和最
优配置， 北京冬奥组委对三个赛
区现有、 在建、 拟建酒店情况进
行了多次踏勘和认真摸排， 并对

各利益相关方客户群住宿的实际
需求进行了反复沟通和梳理。 在
此基础上， 遴选了101家距离赛
场近、 服务水平好、 交通便利的
酒店列入到北京冬奥会官方接待
签约酒店范围 。 同时 ， 借鉴索
契、 平昌等冬奥会的经验， 结合
京冀两地饭店的实际情况， 并在
充分征求属地行政管理部门、 旅
游行业协会和饭店意见基础上与
国际奥委会反复沟通协商， 拟定
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住宿接待
服务协议》， 努力为各利益相关
方客户群提供数量充足、 居住舒
适和价格可控的住宿服务。

101家饭店成为冬奥会首批官方接待饭店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
队召开的2019年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9
年北京市烟花爆竹禁放面积除五
环路内，还在大兴区、延庆区、昌
平区增划禁放区。五环路以内(含
五环路) 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不设
置烟花爆竹零售点。

今年春节期间， 本市共许可
烟花爆竹零售点37家， 比去年下
降近六成。截至目前，春节烟花爆
竹备货共计4万箱，比去年下降近
五成。 全市包含五环路内禁放面
积共约2513平方千米， 占全市总
面积的15.2%，同比增加18.6%。其
中, 大兴区将六环路内及六环路
外的天宫院街道、 生物医药基地

划定为禁放区， 昌平区将六环路
内全部区域和城区划定为禁放
区, 延庆将城区及世园会划定为
禁放区。 限放面积约3614平方千
米 ,占全市总面积的21.9%，其他
区域除禁放点外为可燃放区域。

北京今年烟花爆竹销售时间
为1月30日至2月9日(农历腊月二
十五至正月初五 )。按照 《北京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北
京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 )和北京
城市副中心不设置烟花爆竹零售
点。五环路以外区域，在各区划定
的禁止燃放区域内不设置烟花爆
竹零售点，确保城市中心区、建成
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安全。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危化处副
处长王雷介绍， 为全面推进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根据要求，各
烟花爆竹零售点需采用高清视频
监控系统并确保视频保存时间。
同时，强化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各
区督促批发和零售单位制定并完
善应急预案， 备齐灭火设备和物
资,有针对性开展应急演练。在销
售高峰时期， 各零售点要采取导
流措施，确保市民安全有序购买。

大兴延庆昌平增烟花爆竹禁放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23
日，记者从“2019年京交会驻华使
馆及商协会交流会”上获悉，今年
举办的京交会将首次采用 “一主
多辅”方式创新场馆布局形式，在
国家会议中心主场馆之外， 新增
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广场、 城市
副中心、首钢园区、回天地区等分
场馆。本届京交会将举办170余场
论坛会议和洽谈交易活动。

本届京交会将于5月28日至6
月1日在北京举办，围绕“开放、创
新、智慧、融合”主题，举办10万平
方米展览展示， 并将邀请国际组

织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
贸易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和相关机
构组团参展参会。 市商务局局长
闫立刚表示，在场馆布局方面，本
届京交会将首次采用“一主多辅”
方式， 继续以国家会议中心为主
场馆， 新增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
广场、城市副中心、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新馆、王府井商业街、西城金
融街、首钢园区、回天地区等作为
分场馆，组织商务、科技、文化、体
育、金融、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20余个专题的展览展示、配
套行业论坛及洽谈交易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24
日， 北京冬奥组委举行了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医疗卫
生保障工作责任书》《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办城市公共
主管机构医疗/健康相关保障工
作责任书》 签署及定点医院授牌
仪式。

北京市和河北省15个（北京7
个，河北8个）主办城市公共主管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成为冬奥医
疗/健康责任单位，北京市和河北
省的41所医院和急救中心 （其中
北京25所医院、2所急救中心 ，河
北13所医院、1所急救中心） 成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定
点医院，北京市和河北省7所公共
卫生机构（北京3所、河北4所）成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定点公共卫生机构。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冬奥组
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 北京
冬奥组委要针对冬奥伤情特点，
选拔业务技术精湛， 外语好的医
护人员担负保障任务， 配足配好
医护人员； 提高空中医疗救援保
障能力， 确保航线审批、 空域开
放、快速起飞、空中救治、空地对
接、安全转运等环节无缝对接；做
好公共卫生和血液保障工作，充
分准备、有效防控，在赛前和赛时
全面做好传染病防控、饮水安全、
食品卫生安全等风险监测； 深化
对延庆区、张家口市的医疗帮扶，
加快提升医疗设施设备水平，实
现医疗服务的共建共享。

冬奥会医疗卫生保障责任书在京签署

2019年京交会将首设“一主多辅”场馆

本报讯（记者 唐诗）23日，北
京朝阳医院———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第一人民医院远程超声会诊
项目启动仪式在朝阳医院远程医
学中心举行。 这标志着北京朝阳
医院———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第
一人民医院建立远程超声会诊关
系， 此举将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患
者提供优质医疗资源。

启动仪式后， 朝阳医院超声

医学科主任郭瑞君为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做
出了明确诊断。据了解，超声远程
会诊平台的启动， 不仅能为患者
提供便捷就医体验和优质的医疗
服务，还将对超声远程会诊、规范
化培训、毕业后教育、技术推广、
质量控制以及行业管理有深远意
义，同时，也为推进分级诊疗，建
立超声专科医连体提供了示范。

北京朝阳医院启动远程超声会诊项目

本市将建六条“深夜食堂”餐饮街

今年春节五环内及副中心将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

昨天，景山公园装饰一新，将
于1月24日（腊月十九）至2月19日
（正月十五）举办“中轴祈福 紫禁
之巅过大年”春节系列活动，公园
在全园布置了三组春节主题景
观、1000盏红灯笼、100个中国结、
120面道旗，营造中轴线上红红火
火过大年的节日气氛。 游客在此
期间来到公园可以登紫禁之巅、
祈新春之愿、赏民俗精品、尝京味
小吃。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登紫禁之巅
祈新春之愿

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7178497738）
是中国建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下 称 中 建 集 团 ） 的 全 资
子公司 ， 目前注册资本为
150,000万元。 根据中建集团
作出的股东决定， 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减少至70,00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
定， 本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45天内可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 应 的 担 保 。
本公司所涉及债权人在规
定期限内未行使上述权利，
公司将按照规定程序减少注
册资本。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