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中心单身男女青年相约大运河畔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8月3

日至4日， 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
八通网承办的“为你而来 幸福脱
单” 第七届北京七夕文化节鹊桥
会，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举办。作
为“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第七届
北京七夕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通州“为你而来 幸福脱单 ”鹊桥
会自7月11日起接受报名， 共有
1000多名单身男女参加活动。

据介绍， 本届鹊桥会嘉宾除
了数量明显增加外， 更有大量来
自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大型央
企、学校、医院的单身男女报名。
“为了避免嘉宾错过相关活动，我
们按照日期建立嘉宾微信群，方
便及时通知嘉宾活动信息。”该负
责人说。应嘉宾要求，今年的鹊桥
会适当减少了表演环节， 增加互
动游戏的趣味性和多样性， 给希

望登台的单身男女更多展示、互
动的机会。同时，现场还特别增设
了“心动区”，如双方互相欣赏，即
可共同移步心动区座位， 让感情
进一步升温。最后，在心动区内，
20多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据了解 ，“爱满京城 相约幸
福” 第七届北京七夕文化节还将
在副中心举办 “大运河畔话七
夕” 咏诵会、 爱情影片放映、 七
夕民俗非遗互动体验、 “金婚话
七夕” 等系列活动。 赵思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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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明行为社会问卷调查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在公共

场所插队、随地吐痰、随手丢弃垃
圾、 强行讨要等不文明行为将有
望依法规范，并受到相应惩处。记
者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 北京市
将通过立法规范市民文明行为，
从8月5日起至8月25日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一次为期20天的促进文
明行为社会问卷调查。

此次问卷从市民对文明行为
促进立法的态度、支持理由、倡导

鼓励哪些文明行为及鼓励措施、
最应该处罚哪些不文明及处罚措
施等多个角度， 征求市民群众对
文明行为促进立法的意见建议。
见义勇为、志愿服务、乐善好施、
无偿献血、 拾金不昧等10余项文
明行为，随地吐痰、遛狗不牵引、
机动车乱停靠等近20项日常公众
反映强烈的不文明行为都在此次
调查范围内。 处罚不文明行为是
否可采取治安拘留、经济处罚、纳

入个人信用信息记录等列入了此
次调查问卷内容； 同时倡导鼓励
文明行为是否可享受北京积分落
户政策、优先享受公共服务，也是
此次问卷希望了解的内容。

据了解， 此次问卷调查将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线上可采取电脑登陆网址和
手机扫描二维码方式参与。 线下
调查将采取入户方式对十六区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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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8月
2日， 2019中国 （北京） 国际精
品陶瓷展览会暨第七届中国陶瓷
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精品展在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景德镇
市多家陶瓷企业参展， 千余件精
美的景德镇陶瓷亮相展会。

据了解， 该展会首次在首都
举办， 展会作品包括传统陶瓷、
家居生活瓷、 现代艺术瓷、 文创
礼品等六大类， 全面展示了当代
中国陶瓷伴随新中国恢复发展到
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整体发展

成果。 本届展会上， 景德镇展区
分别由景德镇陶瓷形象馆、 当代
官窑 “国瓷、 国礼” 陶瓷历年成
果展———景德镇陶瓷集团主题
馆、 “为生活造” ———陶溪川文
创街区主题馆3个专馆以及182个
标准展位构成， 展区以 “精美陶
瓷装点美好生活” 为主题， 共展
出了3000余件精品陶瓷。 此外，
展区还精心准备了千年瓷都独有
的拉坯与瓷乐器表演， 传统的制
瓷手法和创新的瓷乐器演奏吸引
了众多游客参观驻足。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2日，北
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
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 《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新闻发布
会，发布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奖励
办法》)。新的 《奖励办法 》对各种
学术不端行为“亮剑”，加大了公
示力度，形式审查、初审和评审结
果均向社会公示并接受异议。

根据新的 《奖励办法 》 规
定，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将由突出
贡献中关村奖、 杰出青年中关村
奖、 国际合作中关村奖、 自然科
学奖、 技术发明奖、 科学技术进
步奖六个奖种组成。 其中， 突出
贡献中关村奖、 杰出青年中关村
奖、 国际合作中关村奖是 《奖励
办法》 自2002年颁布以来， 首次
设立的人物奖奖种。

在奖励范围上， 突出贡献中
关村奖旨在奖励在科学研究中取
得重大发现， 推动科学发展和社
会进步， 或者在关键核心技术研
发中取得重大突破， 创造巨大经
济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效益的
个人； 杰出青年中关村奖旨在奖
励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要发现，
推动相关学科发展， 或者在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中取得创新性突
破，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的不超过40周岁的个人； 国际合
作中关村奖旨在奖励同本市开展
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合作， 提升本
市科技创新国际化水平和全球影
响力的外国人。

为落实国家 《关于深化科技
奖励制度改革方案》 中实行提名
制的改革要求， 参照国际通行做
法，新的《奖励办法》改“推荐制”

为“提名制”，首次将个人纳入提
名者范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奖人、“两院院士”、突出贡献中
关村奖获奖人可作为提名者。

新的《奖励办法》进一步明确
了奖励活动中各参与主体的法律
责任， 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 “亮
剑”。 对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剽
窃、 侵占他人科技成果等学术不
端行为“零容忍”，已授奖项目也
将面临撤销奖励、 追缴奖金的处
罚， 并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记
入科研诚信记录， 按照规定共享
到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由有关部门依法实施信用联合惩
戒。 对于组织奖励评审的工作人
员， 在科学技术奖励活动中不履
行、 不当履行或者违法履行职责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000余件景德镇精美陶瓷亮相老国展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2019第
四届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将于9
月23日在成都举办。 本届产业周
将通过会议论坛、展览展示、贸易
对接、竞技赛事、科技推广、荣誉
表彰六大主题活动， 为国内外肉
类企业构建了解肉类产业最新发

展趋势的窗口。
产业周期间， 针对目前肉类

产业发展现状及企业关注的焦点
问题， 将同期召开肉类品质提升
及技术解决方案研讨会、 全球肉
类产业高层圆桌论坛、 全球猪肉
大会等会议，共同研究发展对策。

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出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获悉， 由市商务局主办的
“臻爱·家人———2019妇女儿童消
费月” 活动自7月20日举办以来，
共联合了100余家品牌 、 2000多
家门店开展促销活动， 多个商圈
累计举办了30余场主题活动， 周
末累计吸引客流达百万以上。

如今虽然暑期过半， 但活动
热度不减。 尤其是作为昌平地区
暑期周边游的黄金消费聚集地，

乐多港假日广场联合奇幻乐园、
奥特莱斯、 万豪酒店三大业态围
绕律动主题开展了暑期系列亲子
活动， 更结合本市繁荣夜间经济
“十三条” 在奇幻乐园推出夜场
活动。 此外， 资和信百货、 新世
界百货崇文店 、 石景山万达广
场、 华润五彩城等都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 市民可以关注妇女
儿童消费月活动微信公众号了解
更多活动详情。

妇女儿童消费月周末吸引客流超百万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波） 8月2日， 西城区月坛街道
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联合辖区单
位举办了困境儿童暑期夏令营系
列活动， 搭建与困境儿童心灵沟
通的桥梁 ， 让孩子们过一个充
实、 有意义的假期。

此次夏令营系列活动以 “我
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包括“筑梦
军营”———让困境儿童进入军营，

通过观看部队战士整队、 出操表
演，体会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增强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提
升自我约束力 ； “消防小能手 ”
———带领孩子们参观消防体验
馆，学习消防知识，让孩子们了解
用火安全， 学习突发火灾如何自
救； “悦享读书会”———通过举办
困境儿童读书分享活动， 提升困
境儿童阅读和自我表达能力等。

月月坛坛街街道道儿儿童童走走进进军军营营感感受受爱爱国国情情

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9月成都举办

餐厅写字楼仍是违法吸烟重灾区
北京市基层控烟工作评价体系即将上线

本报讯（记者 唐诗） 1日，北
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第十三次发布
控烟信息通报，目前全市餐厅、写
字楼仍是违法吸烟重灾区。同时，
《北京市社区（街道）控烟工作评
价体系》即将上线。

据悉，“无烟北京” 微信公众
平台，即控烟一张图，今年6月1日
至7月31日接到市民对违反《北京
市控制吸烟条例 》 的投诉举报
2447件， 比第十二次通报2238件
增加209件。投诉举报最多的行业
前五位是：餐厅1036件占 42.3% ；
写字楼531件占 21.7% ； 办公场
所245件占10.1%； 网吧 108件占
4.4%； 其他176件占7.1%。

同时， 投诉举报违法行为主
要是场所内有人吸烟 1644件占
67.1%、 场所无明显的禁烟标识
491件占20.0%、 在场所内吸烟无
人劝阻241件、 场所提供烟具77
件、提供有烟草广告的物品3件。

据了解， 市控烟协会对两个
月数据综合分析，北京市餐厅、写
字楼、 办公楼内违法吸烟投诉仍
然占有较高比例， 达到1812件占
总数的74.0%。投诉最多的前十家
单位中 70%是写字楼及办公场
所， 上述行业严格控制违法吸烟
行为刻不容缓。

市控制吸烟协会负责人透
露，《北京市社区（街道）控烟工作

评价体系》即将上线运行。该评价
体系将通过数百名控烟志愿者对
全市16个行政区150个社区 （街
道）11个行业单位20个控烟项目
指标进行暗访检查并将检查数据
综合分析， 实现控烟工作在街道
层面上的精细化管理。

本市首设三大科技人物奖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2日，
市商务局汇总发布了多部门多地
区落实“繁荣夜间经济”的具体措
施， 京城多家博物馆开放夜场活
动，公园景区尝试开发“夜游”线
路。8月2日起，每周五、周日，7号
线延长运营1小时，以满足北京西
站夜间抵京乘客的出行需求。

市商务局表示，自7月份推出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
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以来，各
区、各相关部门结合“夜京城”地
标、“夜京城”商圈、“夜京城”生活
圈特点，纷纷推出餐饮、文化、休
闲娱乐等广大市民喜爱的夜间活

动。 北海公园在荷花湖景区尝试
开发“夜游”线路，在7至10月的每
晚7时至9时， 开放10条摇橹船带
游客夜游太液池；天坛公园推出2
条夜游线路： 中轴线深度游 （圜
丘+回音壁+祈年殿）、斋宫菜+中
轴线深度游，由每周五、周六晚上
开放发展到一周多次开放。

交通方面，7月19日起，每年5
月至10月， 每逢周五工作日及周
六休息日， 将对1号线和2号线延
长运营时间；8月2日起，全年每周
五、 周日，7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
以满足北京西站夜间抵京乘客的
出行需求。

本市多部门多地区联动点亮“夜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