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即日
起 ，北京汽车博物馆精心策划
的 “创想汽车城———开往幸福的
节日专车” 主题系列活动正式
打开城门 。 活动融合科技 、文
化、旅游内容，蕴含多种中华传统
节日元素。

“创想汽车城”中设置了“时
光穿梭站”“汽车工坊站”“能量加
油站”“悦读小站” 和 “文创集市
站”五个主题站点，既有全家人一
起参与的画车、造车、赛车游戏，
又有适合全年龄段充满知识与趣
味的科普课堂和跨时空讲解，更

有年轻人喜欢的创意文创集市。
从活动开始之日起至3月8日期
间， 每周二至周五北京汽车博物
馆将每天送出100张家庭套票（两
名大人+一名儿童）。

汽车博物馆节日变身“创想汽车城”

1月30日，延庆区永宁镇举办了2019年永宁古城新春文化庙会暨新春灯会亮灯仪式。今年文化庙会的灯
展以世园、冬奥及传统年节文化为主题，以“盛世永宁”为开端的21挂迎宾灯帘引领游客感受喜庆氛围。此次
文化庙会将持续至2019年2月20日。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游永宁古城寻最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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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北京地铁19号线积水潭站主体结
构在国内首个地铁 “明挖车站+
盾构”防尘隔离棚内如期封顶。

这是继 “零距离 ”下穿地铁2
号线后， 负责19号线03合同段施
工履约的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项目部在受到社会关注的
“明挖车站+盾构”防尘隔离棚内
取得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积水潭

站全长269.4m， 为地下三层岛式
明挖车站。 车站位于西城区新街
口北大街与北二环交汇处， 是19
号线一期工程在北京二环内唯一
一座明挖车站。

据介绍，春节后，该站将进行
剩余主体结构防水及覆土回填施
工，施工全面转序，隔离棚内将进
行盾构始发场地建设， 为北端区
间盾构顺利始发作充分的准备。

地铁19号线积水潭站主体结构封顶

公交将增途经庙会、火车站运力保出行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了解到，春节期间，北京公交集
团日均计划发车11.17万次，客运
总量预计达2800万人次， 并将采
取增加途经庙会及商业中心区公
交线路运力、 增开春运返程夜间
加车和增发“合乘”定制公交等措
施方便市民节日出行。

据预测 ，2月4日至2月10日 ，
地面公交将启动节日行车计划，
日均计划配车1.26万部， 日均计
划车次11.17万车次。北京公交集

团公共电汽车客运总量约为2800
万人次。春节假期，公交集团根据
客流情况，合理调配运力，重点增
加途经各大型居住区、 庙会公交
线路的配车及途经商业娱乐中心
区公交线路晚二次高峰 （20:00-
22:00）的运力配备 ，确保节日期
间重点时段、 重点地区和重点线
路的运力充足、 各条线路首末班
车准时发出，方便市民出行。

从2月9日开始， 各大火车站
和长途客运交通枢纽将迎来返京

客流高峰。 公交集团将增加途经
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三大
火车站和六里桥、赵公口、四惠等
长途客运枢纽周边公交线路的首
末班运力，增配200部机动车随时
投入运营。

节后返京高峰期间， 北京公
交集团将根据客流需求和夜间抵
京临客列车时刻表， 对市民春运
出行热点区域的夜班线路增配机
动运力， 按照夜间客流变化及时
增发车次缩短发车间隔。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市自由职业艺术人才首评职称
全面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不看身份看业绩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 首批10
名自由职业人才凭借自身优秀的
代表作， 通过了专家评审， 最终
分别获得了高级和中级职称。 他
们中有的是广受读者欢迎、 圈粉
无数的网络作家； 有的是20多年
扎根宋庄、 始终坚持艺术梦想的
职业画家； 还有基本功扎实、 作
品已崭露头角的青年美术家； 也
有怀揣艺术梦想、 北漂一族的年
轻演员。 据悉， 自由职业人才评
职称， 在本市还是首次。

职称制度是专业技术人才的
评价和管理制度， 一直以来， 职
称评价要由人才所在单位对人才
进行品德、 能力和业绩的把关与
推荐 。 近年来 ， 随着这些新职
业、 新业态的不断涌现， 出现了
一批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自由职
业人才， 他们具有较好的专业技
术水平 ， 取得了市场认可的业
绩 ， 对取得职称 、 获得社会认
可、 谋求职业发展的需求也越来
越迫切。

2018年， 本市出台了 《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进一步打破国籍 、 户籍 、
身 份 等 制 约 ， 并 选 择 在 自 由
职 业 人 才 最 为 集 中 的 艺 术 领
域， 开展试点评价工作， 将自由
职业专业技术人才纳入了全市职
称评价范围。

本次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
的职称评价试点工作， 跳出了传
统的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的
职称评价方式， 解决了 “谁来推
荐、 评价什么” 的问题。

首先， 本市提出了专业技术

人才推荐的新方式： 既可以由自
由职业人才聚集的艺术区来推
荐， 比如由宋庄艺术区新阶层人
员联谊会来推荐把关； 也可以由
最了解领域情况的行业协会来推
荐， 比如市文联所属12家艺术家
协会来把关推荐。 经过上述任一
渠道推荐的专业技术人才， 都可
以参加全市职称评审。

另一方面， 本市采取了代表
作评审的方式为这些自由职业者
评职称。 常规的职称评审， 申报
人都要提交文章作为答辩评议的

重要内容。 自由职业人才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 一直活跃在市场一
线， 要求他们讲理论、 得奖项，
显然不合理。 此次自由职业人才
通过代表作品展示、 创作理念方
法陈述、 回答评委提问等环节，
即可完成评审。 这一评价方式得
到了自由职业人才和评委专家的
充分认可。

据悉， 从2019年起， 本市将
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畅通申报
渠道， 完善评价标准， 支持更多
的自由职业人才参加职称评价。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天
上午，石景山区工商分局商广科、
市场科、 商品科和苹果园工商所
会同地区公安、食药监、消防应急
等部门， 在八大处公园召开庙会
主办方及入驻商户培训会。

会上， 工商工作人员结合庙
会经营特点和历年投诉举报案
例，围绕“广告宣传、商标保护、商
品质量和消保维权”等事项，为主
办方和商户进行了 《广告法》《产

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解读和要点提示。 通过开
展庙会布展前的培训指导， 强化
经营主体责任， 督促主办方严把
入驻商户经营资格审核关， 提升
日常管理水平； 督促商户严把商
品进货检查验收关， 提升消费安
全意识，诚信守法经营。下一步，
石景山区各职能部门将对庙会布
展进行现场核验， 庙会举办期间
将进行每日监督检查。

石景山多部门联合保障八大处庙会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率先
在全区开通两部便民热线以及
“永顺民声” 微信公众号之后，通
州区永顺镇近日接到了第一通反
映诉求的便民电话。 市民是滨江
帝景127号楼4单元的高层业主，
因家中暖气停暖，而家里刚刚1岁
的孩子正在发烧， 业主获知热线
后赶忙拨通电话。

接到电话后， 永顺镇工作人
员立即分为两组， 一组联系物业
了解该小区整体的供暖情况，另
一组则联系了永顺镇领导。 相关
领导立即联系了有关业务单位。

随后， 热力公司迅速入户进行了
抢修，并在当晚9点48分使该户居
民的供暖问题得到解决。

据永顺镇副镇长王东介绍 ，
镇里的两部便民热线 “接诉即
办”， 当天接诉当天解决。 同时，
永顺镇在2019年还计划投入2000
余万元将 12345市民服务热线 、
社区网格、 永顺便民服务热线、
微信公众平台、 媒体舆情等5大
反映民生诉求的渠道进行整合，
成立永顺镇综合治理平台， 以更
加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落实北京城
市副中心控规要求。

通州永顺镇便民热线“接诉即办”

烟花爆竹开售首日 京冀联合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1月

30日是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开售第一天，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在双方毗邻地
区， 组织开展了春节期间京冀两
地烟花爆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据了解，此次京冀联合执法检查，
是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组建以来，
两地开展的首次联合执法检查。

当天，北京市房山 、通州 、大
兴、平谷、延庆5区，河北省承德市
兴隆县、张家口市怀来县、廊坊市

大厂县、固安县，保定市涞水县4
市5县应急管理部门，共出动执法
人员100余人， 对大兴国际机场、
冬奥会、世园会、城市副中心等重
点区域、 重点工程周边地区20余
家爆竹零售点进行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依据 《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实施办法》等法规，重点对烟花爆
竹销售（储存）经营许可、储存、销
售、从业人员培训、持证上岗、销
售棚安全状况、应急措施、现场安

全管理及物防、 技防等方面进行
执法检查。检查发现，各烟花爆竹
零售点均能按照相关法规标准和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求， 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证内容与实际经营条件相
符，从业人员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符合要
求，但也存在烟花爆竹码放、消防
器材配备不够规范以及周边杂物
清理不及时等情况， 执法人员现
场责令立即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