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 电车第十四车队党支部开展了 “共产党员献爱心”、 走
访慰问困难党员 、 观看北京电视台 《难忘初心 》 专题片等系列
活动 。 图为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党日上， 车队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鸿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1
日， 北京冬奥组委举办2019年第
一次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订货
会， 这也是北京冬奥会特许经营
计划启动以来的第二次订货会。

据了解， 北京冬奥会特许经
营计划于2018年7月启动后，北京
冬奥组委先后开展了两次特许企
业公开征集工作， 开发特许商品
包括徽章钥匙扣等非贵金属制
品、贵金属制品、服装服饰、丝绸
制品、文具、陶瓷、纪念邮票和邮
品、玩具、工艺品、首饰、家纺制品
和紫砂壶共12个类别， 在全国范
围内开设了55家北京2022特许商
品实体零售店， 零售渠道进入高

铁和动车组、中国银行、中国邮政
等线下实体零售渠道， 并在阿里
集团天猫平台开设官方网店。本
次订货会上，26家特许生产商展
示的新款特许商品受到了特许零
售企业关注， 所有新品将在通过
北京冬奥组委审批后陆续上市。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7月10
日， 在国网电力公司华北分部，
市城管委组织开展2019年电力迎
峰度夏防汛应急演练。

据预测， 2019年度夏期间京
津唐电网最大电力负荷约6900万
千瓦， 同比增长6.4%， 电力供应
总体偏紧， 但较去年同期有较大
改善； 北京电网最大电力负荷约
2600万千瓦， 同比增长10.36%,北
京电网依然面临运行压力。

市城管委电煤处副处长方砚
升介绍， 今夏将继续按照 “华北
保津京唐 ， 京津唐保北京 ” 原
则， 落实电力保供责任， 实现外
控加内保双方向电力支撑。 为在
输电通道、 燃气管网、 中水管线
等出现突发事故时 ， 能迅速响
应、 科学应对， 市城管委组织开
展应急演练 ， 模拟极端突发情
况， 检验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和
应急处置水平。

入夏以来， 本市陆续开展了
电厂应急补水演练、 电网事故处

置演练及电力防汛演练等， 这些
举措都是为度夏保电工作提供了
保障。 全市242支电力应急队伍、
3865名应急人员， 已进入备勤状
态。 此外， 市城管委结合度夏形
势， 多次召开工作对接会、 工作

部署会， 并开展了实地调研， 协
助发电 、 电网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 各区电力管理部门落实属地
职能， 均已陆续开展了度夏电力
保障工作。

于佳 摄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市】03新闻２０19年 7月 12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7月
10日， 东城市场监管局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桶装饮用水销售监督检
查。本次整治以校园及周边、大型
社区等为重点区域， 以各水站及
销售桶装饮用水的食杂店为重点
对象， 对其销售桶装饮用水的行
为开展监督检查。

检查中， 执法人员重点查验
了经营者资质、经营过程控制、进
货查验落实、饮用水贮存条件、桶

装饮用水标签标识等情况， 督促
桶装饮用水销售者自觉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 规范桶装饮用水
销售行为。在检查的同时，东城市
场监管局还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
机构对辖区销售的桶装饮用水开
展抽检。据了解，检测机构将对样
品中的余氯、耗氧量、大肠杆菌、
亚硝酸盐、 铜绿假单胞菌等项目
开展检测，如发现不合格样品，将
立刻开展立案查处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7
月10日从丰台区教委获悉， 丰台
与北京十一学校签约， 合作举办
北京十一学校中堂实验学校、北
京十一学校丰台中学、 北京十一
学校丰台小学， 补齐丰台区岳各
庄和宋家庄、 石榴庄地区优质教
育发展的短板， 满足上述地区百
姓在家门口上好学的愿望。

据了解， 丰台区扩大与北京
十一学校的合作， 除共建北京十

一学校中堂实验学校外， 新建北
京十一学校丰台中学， 改扩建北
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 其中北京
十一学校中堂实验学校位于丰台
岳各庄地区，占地面积18930平方
米， 建筑面积约37500平方米，办
学性质为普通公办初中， 建设规
模为30个班，学位1200个，计划于
2021年投入使用。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中学位于
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 规划用

地规模24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35000平方米，计划建成普通公
办走班制初中校 ， 可容纳学生
1100人，计划于2021年投入使用。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 （改
扩建项目）位于石榴庄南里，占地
面积11462平方米，建筑面积4976
平方米，将新建1栋实验楼，占地
面积7898平方米， 建筑面积6319
平方米， 规模为24个班， 学位约
1000个，计划于2020年投入使用。

丰台三区域迎来北京十一学校入驻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发布了2019
年度北京市公共建筑电耗限额，
名单中共有11258栋建筑 ， 涉及
1.47亿㎡，其中大型公共建筑（建
筑面积20000㎡以上 ） 的有1680
栋，面积0.82亿㎡，普通公共建筑
（建筑面积20000㎡以下 ） 的有
9578栋，面积0.65亿㎡。

被纳入限额管理范围的包
括： 本市行政区域内单体建筑面
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含），且公
共建筑面积占该单体建筑总面积
50%以上 （含 ）的民用建筑 。保密
单位所属公共建筑除外。 各有关
单位可在7月1日至7月31日通过
北京市公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信
息平台查看2019年电耗限额值。

本市公布2019公共建筑电耗限额值

本市242支电力应急队伍进入备勤
市城管委开展电力迎峰度夏防汛应急演练 2019妇儿公益服务博览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 任洁）11日，由
北京市妇联主办的 “献礼祖国华
诞 公益悦享生活”———2019北京
妇女儿童公益服务博览会在国家
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博览会历时
三天，将围绕“儿童成长、女性发
展、家庭和谐”三个方面，通过互
动体验、舞台展演、展示推介、主
题展览、沙龙论坛等多种方式，开
展百余项互动体验和服务活动。

博览会期间，将展出“希望的
田野上———‘双学双比’30年成就
展”“母亲的力量”等主题展览，举
办“新时代 新女性 新风采”第一
届京津冀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高峰
论坛， 探讨新形势下妇联组织聚

合多方资源践行公益服务的有效
路径。 近期垃圾分类的话题引起
社会热议， 现场多个展位安排有
垃圾分类的展示、体验项目，吸引
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与。

本次博览会搭建了公益捐赠
平台，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
公司将现场婴幼童用品义卖所得
资金全部捐赠用于与妇女儿童相
关的救助及公益事业。

据了解， 北京妇女儿童公益
服务博览会始于2013年，7年来，
公益博览会引导、组织近400家社
会组织累计开展了150项参与体
验活动、260场互动节目表演 、50
场沙龙论坛。

头伏饺子
主打清爽风
今天是头伏， 老北京素

有吃水饺补充流失营养的习
俗。记者昨天获悉，同春园、
同和居、 二友居等餐厅头伏
前就推出了各种馅料的饺
子，其中去暑、清爽的水饺尤
其受欢迎。据了解，有的餐厅
则在推出饺子的同时， 还推
出各种去暑凉菜。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东城市场监管局
专项整治桶装饮用水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11日，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疾控处获
悉， 上周全市传染病报告病例数
首位为其他感染病腹泻， 未来一
月仍将继续上升，注意防护。

1日至7日， 全市共报告法定
传染病16种2525例， 死亡3例。报
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 :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肺
结核、流行性感冒和痢疾，共占法
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84.9%。本

周传染病报告发病数与上周基本
持平，仍以肠道传染病为主，其它
感染性腹泻病、 手足口病和痢疾
占全部法定传染病68.3%。专家指
出， 未来4-6周肠道传染病仍将
继续上升， 提醒市民养成 “勤洗
手、喝开水、吃熟食”的良好习惯。

同时， 每年7-9月是登革热
的发病高峰期， 外出旅游尤其是
前往东南亚等地时要注意提前做
好个人防护，防止蚊虫叮咬。

未来四周应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

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订货会举办

重重温温入入党党誓誓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