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王明月 马晓星）日前 ，怀柔区渤
海镇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社会
矛盾新途径， 将每周二设为固定
群众接访日，镇二级班子成员、59
名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和100余名
党代表全部列入接访名单。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镇将
镇二级班子成员和所有区镇人大

代表、党代表排好班，每周二由一
名镇二级班子成员、 一名区人大
代表、 一名镇人大代表和两名党
代表组成工作组， 准时到矛盾调
处接待室接访。同时，通过活动，
还搭架起了镇村领导干部联系群
众、听取民意的平台，并将有效发
挥人大代表、 党代表在反映群众
意愿、调处矛盾纠纷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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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市属公园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

学雷锋岗年服务游客500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郭蕊） 近日，怀柔区泉河街
道社会动员中心携手北京语高
国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李一
刀修脚有限公司、 怀柔爱眼协
会等社会组织， 在新贤家园社
区开展“弘扬志愿精神 创建文
明城区”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
动，社区70余名居民参加。

活动现场， 十余名志愿者
为居民提供了测量血压、 免费
理发、青光眼筛查、义务修脚、
健康检测等服务项目。 在新贤
家园社区， 十几位身穿 “红马
甲” 的在职党员正自发地进行
环境整治，他们手拿夹子、垃圾
袋和抹布，有的清理地面垃圾、
狗便，有的擦拭宣传橱窗，忙碌

的身影为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增
添一抹亮丽的颜色。

据悉，此次活动是“文明创
城 青春同行”主题学雷锋志愿
服务月系列活动之一 。 下一
步， 泉河街道各社区、 村将继
续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垃圾分
类、 义诊、 送温暖献爱心等丰
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4日，北
京市发改委公示2019年首批拟获
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的商业
便民服务设施项目， 涉及16家企
业申报的近百家便民商业网点。

2017年，本市制定了《关于市
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商业便民
服务设施项目的暂行规定 》。提
到，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市发改
委每年专门安排一定的市政府固
定资产投资资金用于补助商业便

民服务设施项目，以引导、带动更
多企业投资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的
建设运营，连续安排3年。新建、在
建网点都可尝试申请政府补贴。

2018年， 全市共建设提升蔬
菜零售等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1529个， 超额完成年初市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1400个工作任务。

据了解， 此次公示16家企业
的项目正是2019年首批拟获市政
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的商业便民

服务设施， 公示期为2019年3月4
日-3月10日。

拟获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
持的这16家企业的项目涉及近百
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其中城六
区网点约占60%。从业态来看，涉
及蔬菜零售、早餐、便利店、生鲜
超市、便民服务综合体等。由于项
目建设单位不同， 各个网点计划
开工时间也各有差异 ， 均计划
2019年12月底前完工。

近百家便民网点拟获市政府投资补助

泉河街道启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京能城市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揭牌仪式在通州举行， 该公司将
以服务副中心综合能源建设为重
点，以储能基础设施投资为核心，
为居民和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据了解， 京能城市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投
建系列示范项目： 投资建设储能
基础设施， 提高通州区能源利用
效率； 投资建设公共交通储能充
电设施， 解决通州区新能源汽车
充电容量瓶颈问题； 建设投运储

能物联网络， 解决清洁能源远程
消纳问题。

通州区委副书记、 区长赵磊
指出， 京能城市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的揭牌成立， 将为副中心绿色
城市建设注入一股强大活力，提
供更加科学的解决方案和发展路
径。 同时京能集团与城市电力控
股集团合资成立的清洁能源公
司， 也是国企混合制改革的先行
试点， 对通州区属国企以及已迁
入和正在迁入的央、 市属国企具
有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京能城市清洁能源公司在通州揭牌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四川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首气累产1006.59万立方
米，实现安全产气上千万台阶。记
者获悉， 该公司由北京燃气集团
和中国石油股份等五家单位共同
投资成立，位于国家能源局“十三
五”规划重点建产区。

据了解，2019年初，四川威远
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首个CNG
投用单井自 204井实现CNG充
装，实现“建好家产首气”目标。

北京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参股四川页岩气公司，高度契
合北京燃气集团“立足北京，内外

并举；专注燃气，上下延伸”的发
展战略，参与上游页岩气项目，有
助于北京燃气集团在天然气领域
具有持久竞争力， 提前布局上游
资源市场， 迎接未来油气改革带
来的发展机遇。

北京燃气投资页岩气 安全产气上千万台阶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 昨
天是学雷锋纪念日， 北京市公
园管理中心在市属公园及园博
馆分别开展 “志愿讲解、 咨询
答疑、 秩序引导、 帮扶老幼”
等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 并通
过倡导文明游园、 评选文明游
客、 招募社会志愿者等， 扩大
“公园学雷锋” 志愿服务工作
的影响力。

当天上午， 颐和园东宫门
广场响起一曲嘹亮的 《学习雷
锋好榜样》合唱，拉开了颐和园
全年志愿服务序幕。 颐和园青
年志愿者与海淀区青龙桥地区
义务指路队、 国际关系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 西苑小学的小
学生志愿者共同向社会发起
《学习雷锋，从我做起，为营造
良好游园环境贡献力量》 的倡

议书。 志愿者向游客讲述了雷
锋事迹、雷锋语录，并向游客赠
送《雷锋日记》。

中山公园科普小屋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设立宣传台， 面向
游客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 公园志愿者与学生志愿者
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出行指
南、安全游园温馨提示、家庭养
花知识手册，并提供义务指路、
信息咨询等志愿服务。同时，公
园园艺师傅为游客开展花卉科
普咨询， 义务为来园游客普及
花卉养护知识， 解答游客家养
花卉的疑难问题， 播放梅花相
关视频及图片。

景山公园也举办了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 由首都学雷锋
志愿服务岗的公园之友志愿者
现场开展了“弘扬雷锋精神，留

住最美微笑”万春亭义务拍照、
寿皇殿门票预约解答等志愿服
务活动，服务游客300人次。

据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
处长陈志强介绍 ，2013年市属
公园就已在全部公园内设立学
雷锋志愿服务岗， 而且市属11
家公园还分别成立了由大中小
学生、游客市民、社会人士、公
园职工， 特别是引进首都公共
文明引导员等组成万名志愿者
队伍， 每年现场志愿服务游客
达500万人次。今年，北京市公
园管理中心将发挥首都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岗）、示范站（岗）
的作用， 把志愿服务真正落到
公园景区。同时，将建立“市属
公园公共文明引导员” 统一管
理平台，实现志愿服务规范化、
科学化管理。

昨天是学雷锋纪念日，北
京公交警方深入辖区附近的
街道、社区、企业和学校，普及
安全出行知识，宣传优秀民警
榜样，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图为西直门站派出所联合
地铁西直门站区， 共同开展
“雷锋精神代代传”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公交民警
宣讲安全出行

怀柔渤海镇将周二设为“群众接访日”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近日获悉， 北京铁路局———首钢
集团绿色物流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在首钢举行。根据协议，首钢
集团和北京铁路局将继续推进战
略合作深度， 在建设绿色建材物
流基地、 深化路企运输互保业务
合作等方面构建新平台、新机制，
打造绿色供应链。

首钢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张功焰表示， 双方将共同推进绿
色物流体系建设， 不断拓展合作
的深度和广度，实现路企共赢，为
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贡献。 北京
铁路局党委书记、 董事长赵春雷
说， 这次签约开启了双方忠诚履
行国企使命的新征程， 搭建了双
方携手并进共创未来的新平台，
为双方增添了优势互补共享共赢
的新动能。

首钢与北京铁路局共推绿色物流建设

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 聆聆听听抗抗战战故故事事
昨天，北京市中小学生开学第一课“我是抗战文物小博士”志愿服

务活动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启动。当天，主办方邀请优秀志愿者代表为学
生讲述抗战故事，赵登禹学校的学生代表为大家讲述了《大刀的故事》。
启动仪式后，志愿者与讲解员共同为参加活动的学生进行了专题讲解，
增强了学生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近日，北方车辆集团有限
公司组织辖区共建单位开展
“争做新时代雷锋” 主题实践
活动。来自长辛店自来水公司
等350名志愿者为居民提供医
疗、理发、自行车修理、气焊服
务等，受到居民好评。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芦红光 摄影报道

便民服务
送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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