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延庆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了解到，今年，全区“老年幸福餐
桌”总量将达到100家，覆盖1.8万
名农村老人。

目前延庆区正在研究制定餐
桌的规范化、标准化政策，实现可
持续运营， 还将鼓励现有经营标

准较高的“老年餐桌”升级为养老
服务驿站和养老照料中心。此外，
为解决农村老年人生活单一、文
娱活动少、 缺乏倾听渠道和情绪
宣泄渠道等问题， 延庆区建立起
精神慰藉服务体系：在社区、村建
设德孝文化墙、慈孝广场、慈孝文
化展室等，搭建精神关怀平台。

延庆“老年幸福餐桌”今年将达100家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2日，
北京首创奥特莱斯迎来了一群特
别的舞者， 他们合着歌曲 《卡路
里》的节奏，来了一场“快闪”，用
这种特别的方式， 号召广大市民
夏季节约用电，空调调到26度。

据了解，进入七月份以来，本
市气温阶段性上升， 全市电力负
荷随之呈现逐步攀升趋势。其中，
空调负荷增长最为明显， 一度达

到负荷总量的40%。据预测，今夏
北京电网最大电力负荷约2600万
千瓦，同比增长10.36%，夏季空调
负荷预计最大为1380万千瓦，约
占负荷总量的53.08%。

为确保城市供用电安全稳
定， 市城市管理委提前协同区供
电企业做好应急准备， 有效应对
突发停电情况； 多次开展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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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本市各职能部门、企
业将进一步开展度夏电力运行保
障工作，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
准确预测电网负荷水平， 加强电
网运行状态监测，做好应急准备，
并联合市住建委开展公共建筑室
温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石景山区人力社保局举办石景山
首届工匠职业技能才艺大赛 ，以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为主题，传承工匠精神、弘扬传统
技艺、厚植区域底蕴。

此次大赛面向全区各委办
局、 各街道、 首钢、 职业院校，
组织各部门通过行业推荐、 部门
评选等多种方式评选或推荐本领
域或行业的职业技艺能手或人才
参加， 尤其对登记失业人员、 残
疾人士等弱势群体开展技能、 才
艺征集。

此次参选作品有200多件，精
选出其中38个展示项目， 包括京
秀、博秀、雕漆、毛猴、面塑、泥塑、
烫画 、皮雕 、剪纸 、盆景 、宫廷绘
画、风筝作品、易拉罐画等，展现
了国家级、北京市级、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风采，展示全区各行业、
各领域职业技能和优秀技艺，涵
盖了北京尤其是石景山地区主要
的传统手工艺艺术形式。

本次大赛最终产生一等奖6
名、二等奖11名、三等奖22名。一
等奖授予石景山工匠称号， 二等
奖授予石景山优秀技能人才称

号， 三等奖授予石景山技能人才
称号。 在比赛中不仅有传统的插
花、茶艺表演，有体现职业素养的
点钞技能展示，还有前沿科技VR
互动体验和舞台剧表演等。

石景山各行业能工巧匠秀传统手工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近日，北
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下发 《关于
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
物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将物业
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纳入
“2019年群众关注物业管理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范围，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集中专项治理。 记者了解
到，《通知》 要求物业企业增强责
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集中开展高
空坠物隐患排查整改和宣传指引
工作，做到“三查、两告、一宣传”。

“三查 ”包括 ：全面检查整改
建筑外墙装饰和玻璃幕墙破损、

外立面墙砖空鼓、户外广告牌（牌
匾）锈蚀松动、建筑物悬挂物和搁
置物松动等； 排查整改业主凉台
杂物堆积、空调护栏或支架松动、
空调室外机堆放杂物等； 排查整
改企业内部高空作业制度缺失、
监控设备运行不正常和高空坠物
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

“两告”包括：对存在问题和
整改情况要建立台账， 及时向业
主委员会和属地社区居委会报
告； 属于业主专有部位的安全隐
患，要及时告知业主整改，并跟进
整改情况。“一宣传”包括：围绕宣

传法规、提示责任、提醒义务等方
面，通过微信、海报、宣传单张等
多种方式， 集中向业主宣传高空
坠物安全防范工作。 提示广大业
主尽责任守义务， 坚持文明的生
活习惯，杜绝高空抛物。

《通知》还要求物业企业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 将小区高空坠物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作为物业服务
企业的常态化工作，要常抓不懈，
经常性开展高空坠物隐患排查整
改工作， 并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
段， 不断增强业主的责任意识和
自我防范意识。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12
日，市商务局联合市交通委、市公
安局等14个部门，发布《北京市关
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
增长的措施》。包括优化夜间公共
交通服务、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推
出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提倡商业场所延长营业时间等。

按照计划、 本市到2021年底
将打造一批“夜京城”地标、商圈
和生活圈。在前门和大栅栏、三里
屯、国贸、五棵松打造首批4个“夜
京城”地标，分别围绕古都风貌、

活力时尚、高端引领、跨界融合等
主题， 大力发展具有创新引领和
品牌吸引力的夜经济消费业态，
吸引国内外消费者。在蓝色港湾、
世贸天阶、簋街、合生汇等，打造
首批“夜京城”商圈，形成“商旅文
体”融合发展的夜经济消费氛围；
在上地、五道口、常营、方庄、天通
苑等区域，培育首批“夜京城”生
活圈；在簋街、合生汇、食宝街等
区域开展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
街创建工作。

据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19日起，每逢周五及周六，
将对1号线和2号线延长运营时
间。 其中，1号线双向延长运营时
间1小时，2号线双向延长运营时
间1.5小时，为消费者前往长安街
沿线及二环周边的“夜京城”消费
场所提供便利；公交方面，缩短既
有36条夜间线路发车间隔， 为市
民夜间公交出行提供便利； 停车
方面， 目前中心城已实现电子收
费全覆盖，夜间（19时至次日7时）
小型车均为每2小时1元，不足2小
时无需收费，方便市民夜间停放。

本市推出13项措施点亮“夜京城”

将小区高空坠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作为常态化工作常抓不懈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通州区启动为期百日的“金盾
3号”专项行动。以全力净化辖区
社会治安环境。

此次行动在打击违法犯罪方
面， 将进一步强化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牵动作用， 针对夏季高发案
件特点， 梳理行为类型、 高发点

位，快速出击、重点打击、专业攻
坚，全面提升打击对称性。在清理
整治方面，以“大马行动”为抓手，
充分整合综治、流管、城管等部门
力量， 全面推进城乡结合部综合
治理，对非法劳务市场、黑中介、
黑作坊等痼疾顽症， 持续组织区
域性、专项性、领域性清查行动。

通州启动“金盾3号”百日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近日，
北京燃气三分公司综合服务四所
启用大数据思维， 依托客服系统
针对农村用户服务诉求进行数据
分析，助推企业服务品质升级。

综合服务四所组织职能人员
对客服系统中市政工单、 投诉工
单以及用户拨打的诉求电话等数
据信息加以甄别和记录， 按照诉

求类别、 诉求次数等形成农村地
区用户服务数据信息表， 并在分
别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
重点掌握四方面内容， 即近期产
生了什么诉求、 为什么会有这些
诉求、 还可能发生何种诉求及应
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得以明确
“近期农村用户诉求重点”“哪些
地区用户诉求较多”等关键问题。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燃气三分公司大数据思维服务农村

市住建委专项治理高空坠物

包括优化夜间公共交通服务、推出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等

今夏空调用电占全市负荷总量一半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11
日从2019年“双学双比”活动工作
推进会上获悉，本市“妇”字号基
地将农村妇女逐步带入农业产业
化生产轨道， 平均每个基地直接
带动妇女53人， 建档立卡低收入
妇女7人 ， 年人均纯收入2.56万
元；平均间接带动妇女66人，建档
立卡低收入妇女9人，年人均纯收
入1.38万元。

1989年3月，全国妇联联合农

业部、 林业部等10多个部委在全
国农村妇女中开展了“学文化、学
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
简称“双学双比”活动。从活动初
期的“一学二赛三服务”到大力推
进“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再到现
阶段引导妇女全面参与新农村建
设，30年来，举办各类实用技能培
训班近2万期，参与近400万人次。
近年来本市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已上升到1650万元 ， 扶持各类

“妇”字号基地建设，促进农村妇
女创业就业协会组织、 专业合作
社发展及农村妇女技能提升等。

市妇联表示， 将积极鼓励农
村妇女建立以休闲农业、 乡村旅
游、特色民宿、养生养老、农村电
商等新产业新业态 “妇” 字号基
地； 培育一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优质品牌， 加快推进现有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妇”字号基地的
提档升级和优质发展。

每个“妇”字号基地带动百余妇女就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公
交集团于7月13日至10月7日逢节
假日开通高校节假日专线， 线路
可串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颐和
园、圆明园，方便市民游览知名高
等学府和历史文化景点。

高校节假日专线由地铁北宫

门站开往地铁北宫门站 （环行），
沿途设站包括：地铁北宫门站、颐
和园、 圆明园南门、 清华大学西
门、中关园北站、北京大学西门、
地铁北宫门站，营业时间为10:30
至17:30。节假日专线使用旅游版
公交车，现金购票单一票价5元。

北京公交集团开通高校节假日专线

专专家家进进社社区区开开讲讲夏夏季季养养生生
12日恰逢“头伏”，东城区天坛街道民生保障办在南门社区养老驿

站、 金鱼池西区社区养老驿站组织开展 “真情入社区 三伏送健康”活
动。现场，中医按摩院院长成志伟为居民讲解有关冬病夏治的知识，并
现场教授三伏贴的贴法。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爱爱心心饺饺子子送送给给社社区区老老人人
12日， 东城区崇外街道新世界家园社区党委联合新怡楼宇党支部

举办“头伏到、饺子香”关爱社区老年人活动，来自新怡楼宇工作站“蒲
公英”志愿服务总队及社区志愿者等共包了1000多个饺子，为辖区20户
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和残疾人家庭送上门。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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