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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显示，
目前本市已经进入手足口病高发
季节。

根据往年监测数据显示， 本
市手足口病报告主要集中在5月
至11月， 发病高峰为5月至8月和
11月。 2019年5月13日至19日，手
足口病较前一周上升了35.11%，
较去年同期下降32.80%， 目前本
市已经进入手足口病高发季节。

手 足 口 病 是 由 EV -A71、

CV-A16、CV-A6等多种肠道病
毒引起的传染病，5岁以下儿童是
手足口病的高发易感人群； 主要
经胃肠道 （粪-口途径 ）传播 ，也
可经呼吸道（飞沫、咳嗽等）传播，
亦可因接触患者口鼻分泌物、皮
肤或粘膜疱疹液及被污染的手及
物品等造成传播，传染性强。

市疾控中心建议全市托幼机
构应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 做好
缺勤登记，加强玩具、卫生用品、
餐具及活动场所物体表面消毒。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 北京
冬奥会将创新实现所有场馆的绿
电供应。届时，风电、光电等清洁
能源将源源不断输送至场馆，满
足冬奥会场馆每年2亿千瓦时的
用电量需求， 赛区内绿色电力使
用率将达到100%。

绿电是指利用风能和光能通
过发电厂产生的绿色电力能源，
是一种真正绿色、零碳、环保的清
洁能源。 北京冬奥会实现全部场
馆由城市绿色电网全覆盖， 这在
奥运历史上还属首次。

在众多参与为冬奥会提供绿
色电力的发电企业中， 北京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参与最早、

积极支持冬奥会筹办的企业之
一。为落实绿色办奥理念，京能集
团不仅主动为冬奥会提供绿色电
力，还实现了零上网电价，极大降
低了冬奥会办赛费用和场馆的运
行成本， 在低碳示范方案的研究
和技术创新方面， 也积极参与并
促进相关示范展示项目的落地。

京能集团助力冬奥会场馆绿电供应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昨
天， 位于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
村境内京西十八潭景区拆违已经
进入了第5天， 以前分布在山间
的11座小木屋已经被整体拆除了
3座。 截至目前， 十八潭景区已
拆除违法建设4处， 涉及建筑面
积171.88平方米， 整体拆除工作
预计将在6月10日结束。王平镇的
拆违工作只是门头沟区创建 “基

本无违建区”、开展永定河沿线拆
违“70天大会战”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2018年8月， 门头沟
区启动创建 “基本无违建区”，按
照工作安排，2019年底将建成“基
本无违建区”。2018年开展的 “百
日攻坚” 行动， 共拆除违法建设
147万平方米，其中拆除永定河主
河道内违法建设248处，涉及建筑
面积6.68万平方米。

据了解，2019年4月， 门头沟
区开展了拆违 “70天大会战”行
动，将在70天时间内高密度、高频
次组织集中拆违整治行动， 力争
在6月底完成全区的拆违任务 。
截至目前， 全区已拆除违法建设
3548处， 涉及建筑面积35.8万平
方米， 其中拆除永定河主河道内
违法建设110处， 涉及建筑面积
2.32万平方米。

门头沟拆违“70天会战”将于6月底结束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顺义高丽营食药监所联合属
地公安、城管、卫生等相关职能部
门及政府相关科室， 对辖区东马
各庄村开展联合执法。

高丽营食药监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村商户密集，流动人口较
多，执法人员结合近期多发问题，
重点检查商户食品索证索票是否
齐全、 食品储存条件是否符合规
定、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针对超
范围经营是否无证经营等问题。

并结合检查结果对相关负责人进
行行政指导， 提醒其不要存有侥
幸心理，要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
时刻关注卫生条件， 随时准备接
受检查，强化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意识。

本次执法检查共检查各类经
营商户80户， 取缔经营户2户，暂
扣操作工具56件， 通过一系列高
效举措，有效消除风险隐患，净化
商业市场环境， 为辖区食品安全
提供有力保障。

高丽营联合执法严查商户食品安全

下周一公交新开通2条商务班车线路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根据市

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结合商务
班车线路具体预订情况， 北京公
交集团将于5月27日新开通2条定
制商务班车线路，在工作日运行。

据了解，早高峰由土桥（临河
里路南口）至金融街（辟才胡同）
线路，土桥发车时间为7:00，计划
到达金融街时间为8:40。 早高峰

管庄 （北京新天地） 至马甸 （马
甸桥东） 线路， 管庄发车时间为
7:30， 计划到达马甸时间为8:40。
市民如有意乘坐， 可在线路开通
前预订首周期， 或在线路开行前
一天即5月26日预订次日余座。已
预订上述方向商务班车的乘客，
于班车开行前1至2天注意查收乘
车短信。

29日开幕 百余场活动展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新气象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第十四

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
览会（简称“北京文博会”）将于5
月29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举办，六
大板块百余场活动集中展现中国
文化产业发展大繁荣。 记者昨天
获悉， 本届北京文博会将聚焦北
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全面展示
北京守正创新、 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激发文化产业活力的新气象。

北京文博会自本届起纳入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文博会
期间， 将举办综合活动、 展览展
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
动、分会场六大板块百余场活动，
并搭建官方互联网展示平台。

主展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 （老馆 ），总面积3.5万平方米 ，
共设17个主题展区。包括：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成就展区、 北京市文
化产业引领展区、 京津冀文化和
旅游展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特色文化展区、长城文化展区、广
播电视网络视听展区、 公园文创
产品展区、设计创意展区、文物及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展区、 工艺
美术展区等。

据介绍，文博会期间，还将举
办8场推介交易活动， 举办5个专
题论坛，4场创意活动，包括“工美
杯”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
北京青少年文化创意节、 北京新
农村青年创意设计大赛、 国际版
权创新服务研讨会。此外，还有5

个专业分会场，分别是：北京中国
文物国际博览会、 中国写实画派
十五周年展、 嘉德典亚古董艺术
周、 中国国际企业品牌文化博览
会、台湖国际图书分会场。

本届北京文博会将集中展现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成就、新
面貌、新趋势，呈现四大特点。其
中， 将聚焦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围绕“一核一城三带两区”主
线，全面展示北京守正创新、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 激发文化产业活
力的新气象。 同时， 本届文博会
还将充分展现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的最新趋势， 大力推动文化与科
技、旅游、体育、金融等重点领域
融合，为创新创业注入不竭动力。

北京文博会将设17个主题展区

北京市进入手足口病高发季节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近
日从西城区委社会工委、 区民政
局了解到， 今年西城区将继续扎
实做好困难群体救助工作。 加大
对多重困难人群、 支出型贫困人
群救助政策研究和救助力度，建
立“一户一档一策”的精准救助手
册，深化精准救助帮扶。

据了解，在社会救助模式上，
将以市委社会工委、 市民政局赋
予的社会救助综合试点改革任务

为契机， 借助社会救助专家团队
外脑， 开展西城区社会救助综合
改革试点任务的创新研究， 重点
在优化社会救助审批事项的具体
办法、 个案社会救助联动响应的
具体办法、 城市贫困家庭救助制
度设计三方面进行探索。 在救助
手段上， 大力倡导慈善和社会资
源参与社会救助， 建立慈善资源
与救助需求信息共享平台， 充分
发挥慈善救助对政府救助的补充

作用； 发挥社会力量和专业社工
在救助服务中的作用， 依托街道
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 开展多元
救助服务和邻里互助， 为社会救
助创新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在构
建社会福利体系方面， 完善困境
儿童基本生活、医疗康复、养育安
置等配套制度， 妥善做好成年孤
儿安置工作； 推进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残疾人
福利体系。

西城将建“一户一档一策”精准救助手册

“六一”前夕，北京西城邮局向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党原镇合道完
颜洼小学捐建了一座有69种近1000本的“筑梦”图书馆。活动前期，局党
委还为完颜洼小学发送了EMS快递包裹，内装有中国邮政车模、巴塔木
邮资明信片和巴塔木公仔等“六一”节礼物。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吕薇 杨茜 摄影报道

西西城城邮邮局局 网网传传爱爱心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昨
天，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创立
的 “北京礼物” 在史家胡同博物
馆进行了品牌发布和企业签约仪
式。 北京工美集团、 全聚德、 御
茶膳房、 梦之城、 华江文化、 敬
人文化、 设计之都等54家企业的
543件商品通过了 “北京礼物 ”
的首批认证， 成为代表北京形象
的 “北京礼物”。

据了解，“北京礼物” 分为传
统工艺品、地方特色产品、纪念衍

生品、 文化创意科技产品等四大
类，是体现古都文化、红色文化、
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内涵， 展示
北京世界城市形象， 代表精致工
艺、 优良品质和丰富文化创意特
色的旅游商品标志性品牌。

现场展出的“北京礼物”传统
工艺品涵盖“燕京八绝”之一“花
丝镶嵌”工艺的花丝手包套装、胸
针和挂坠， 新北京绢人唐娃娃和
老北京兔儿爷， 时尚扇文化的京
扇子等。 地方特色商品展示了充

满“北京味道”的老北京十三绝和
京八件糕点，张一元尚茶，全聚德
烤鸭等； 纪念衍生品展示了北京
七大文化遗产和燕京八景书签，
“北京礼物”的热销商品新北京十
六景“小二”，高价成交的“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现在也可以在“北
京礼物”买到了；文化创意科技商
品的现场展示让人们感受多元化
的北京， 将北京经典元素通过创
新设计及现代工艺转化为一件件
精美的伴手礼。

543件商品通过“北京礼物”首批认证

22日 ，2019年丰台科技活动
周启动仪式举办。 本届科技活动
周将举办综合发布会、科普剧、展
览展示、 路演融资大会等形式多
样的科普活动。同时，科技周会场
上演出的以航天一院和航天博物
馆为背景的科普剧《匠心永铸》也
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进一
步演绎了丰台科技发展的故事，
在现场掀起了一阵航天科技知识
热潮。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丰台科技活动周
掀起航天知识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