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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

石景山区打造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波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本报记者 马超

工地上来了一群“小候鸟”

北京第三四批援青干部人才顺利轮换

街道文化中心全面启动社会化运营

□本报记者 盛丽

2019年年底前冬奥滑雪大跳
台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2020年北
京银行保险产业园全部建成、 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
8月5日 ， 记者从石景山区了解
到， 今年石景山区将着力打造对
外开放的窗口和产业转型、 城市
更新的标杆， 建设好首都城市西
大门。

9个街道文化中心全面
启动社会化运营

当天下午， 记者来到石景山
区金顶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门上
标有字样 “老街坊之家”。 在一
间房间内， 近十名小朋友正在刘
老师的带领下， 制作着 “悬浮的
小球”。 刘老师介绍， “这种科
技小制作的活动开展得很多， 暑
假期间很受孩子们欢迎。 家长可
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提前给孩子

预订。”
金顶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作为

地区唯一一个综合性全能型中心
场馆， 兼文化场馆、 居民活动场
馆、 党建中心场馆等多种意义于
一体。中心现有儿童阅读室、排练
厅、非遗课堂、科技科普馆、百姓
影院等17个场馆，全部对外开放，
周边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均可关
注公众号来预定场馆。截至今年7
月，共举办300余场次活动。

记者了解到， 中心根据居民
的年龄划分场馆实际应用， 开设
了网球训练、 编程、 舞蹈、 亲子
乐园等少儿活动， 手工编织、 软
笔书法、 舞蹈、 老年模特队、 太
极养生等老年活动， 还设有一周
三场的电影 、 3D环绕体验 、 健
身等年轻群体的活动。

截至目前， 石景山区9个街
道综合文化中心已全面启动社会
化运营， 每周开放时间平均达到

71.5小时， 错时开放时间平均29
小时， 达到开放时长的40%， 吸
引了各个年龄层的受众走进公共
文化设施， 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冬奥滑雪大跳台年底满
足测试赛条件

北京2022年冬奥会滑雪大跳
台主体桁架目前已合龙贯通， 今
年年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和设
备安装调试， 满足测试赛条件。 滑
雪大跳台项目位于新首钢高端产
业综合服务区，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
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
跳台场馆， 也是北京冬奥会唯一
位于城区内的雪上项目举办地。

记者了解到， 滑雪大跳台主
体结构长164米， 赛道最宽处34
米， 最高点60米。 整个项目地上
建筑规模为117481平方米， 其中
新增74117平方米， 改造43364平

方米， 包括滑雪大跳台、 配套酒
店、 研发中心、 康体娱乐及室外
工程等。

冬奥会期间， 单板滑雪大跳
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4块金牌
在这里产生， 冬奥会结束后， 将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遗
产之一， 赛后保留其比赛和训练
功能。 “当前， 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已进入北京周期， 石景
山区将强化与冬奥组委的沟通协
调， 加快推动奥运场馆建设， 确
保各项工程质量和安全。” 石景
山区委书记常卫介绍。

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规
划建成率超7成

记者从石景山获悉， 到2020
年， 石景山区将构建以现代金融
为战略主导， 科技服务、 数字创
意 、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色培

育， 高端商务服务业为配套支撑
的 “1+3+1” 高精尖产业体系。

其中， 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
是中国银保监会和北京市政府联
手打造的国家级金融创新示范
区， 2018年正式更名为北京银行
保险产业园。 目前， 园区规划建
成率已超过70%， 预计2020年全
部建成。

在配套交通建设方面， 石景
山区完善市政路网 ， 园区二号
路、 三号路、 实兴东街、 实兴西
街、 石河村东路市政管线及道路
工程全部完成。 同时， 将加快推
进园区西侧地铁1号线福寿岭站
开通，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正
在对福寿岭站启用的可行性方案
进行细化。

“小王， 我们楼的门禁用上
了， 视频门铃让我一下就知道楼
下来人是谁、 有几个人， 少了闲
散人员出入， 楼道也安全、 干净
了不少。 而且实名制和人脸识别
功能， 让咱们这老掉牙的楼房也
用上高科技了！” 汽北社区的李
阿姨赞不绝口。 原来， 汽北社区
53个单元门中 ， 有24个安装了
“智慧门禁”， 在社区安全与居住
出行方面给居民带来了方便， 当
初怀疑刷脸进门 “不靠谱” 的居
民都转变了想法， 没安装 “智慧
门禁” 的单元楼居民则盼望着赶
紧用上这 “高科技”。

西城区月坛街道汽北社区是
个老旧小区， 2012年， 市政府出
台 《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
作实施意见 》 ， 提出对 1990年
（含） 以前建成的、 建设标准不
高、 设施设备落后、 功能配套不
全、 没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老

旧小区 （含单栋住宅楼） 进行综
合整治。

对此， 社区居委会开展院内
调研 ， 计划安装实名制登记办
卡、 可视化楼宇对讲、 人脸识别
开锁的 “智慧门禁”， 替换老旧
失效门禁 ， 提高居民生活安全
感、 幸福感。 调查时， 社工发现
有些居民不愿安装新门禁。 居民
认为没必要换门禁， 楼道不锁门
方便出入。 另外， 他们觉得实名
制登记办卡涉及到将个人信息，
存在隐患。

面对居民的问题， 社区居委
会把居民代表请到了今年5月建
成的汽北社区协商议事厅———
“悦享时空·汽北站” 进行深入沟
通。 对于居民的问题， 社区决定
增加安全宣传， 并联合门禁安装
公司举办宣讲会， 由技术人员引
用法律法规、 科学技术、 管理模
式等内容， 对用户信息管理方面

的工作内容和规定进行了详细讲
解， 给居民吃下 “定心丸”。

“社区成立了汽北社区协商
议事小组， 推选出协商议事主持
人和社区领袖， 利用协商议事阵
地资源 ， 打造汽北社区 ‘协商
家’。 将社区居民的需求前置化，
广泛征集民意， 确定协商议事的
议题， 引导和支持居民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高效民主协商 ， 实现
‘小事不出社区， 大事不远离社
区’。” 社工小刘介绍说。

在汽北社区党组织建设的牵
引力带动下建设汽北社区 “协商
家”， 与周边单位共驻共建合力
打造 “参与家”， 搭建服务型社
区治理平台、 链接多样化社会资
源组建 “服务家”， 在实务工作
中总结经验、 完善社区工作机制
建设， 并以 “生活家” 范畴内的
“悦” 品牌志愿服务， 增强社区
建设弹性。

月坛街道汽北社区

8月5日， 中国建筑关爱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志愿者宣讲活动第
8场在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
司固安世茂项目举行。 中建三局
固安世茂项目管理人员、 劳务人
员、 留守儿童、 志愿者等共计5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 中建三局三公司
北方法务中心陈星作为志愿者围
绕政策法规、 家庭监护、 亲情沟
通 、 安全自护四个专题进行讲
解。 并围绕宣讲内容开展了知识
竞答， 既加深父母对儿童保护知
识的理解， 也提高现场儿童的安
全自护意识。 此外， 全场外来务
工人员发出 “我是法定监护人”
集体倡议， 朗读倡议书并在主题
横幅上签字， 承诺履行家庭主体
监护责任， 加强和孩子们的亲情
沟通， 给予孩子亲情关爱， 促进
留守子女平安健康、 快乐成长。

围绕 “建证幸福 中建关爱”

的活动主题， 活动中穿插开展了
“画出我心中的爸爸妈妈”、 文艺
汇演等环节。 在文艺汇演中， 孩
子们表演了活泼可爱的兔子舞、
志愿者与留守儿童共同唱响 《歌
唱祖国》 ……一个个原创节目温
暖人心， 志愿者与留守儿童手拉
手、 心连心， 一同举起向日葵，
共同传递爱与温暖。

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司
工会主席吕三峰表示， 北京分公
司 “先锋” 青年志愿者与留守儿
童建立长期帮扶机制， 建立完善
的 “一对一” 帮扶机制。 青年志
愿者与留守儿童形成结对， 由每
名志愿者主动认领一名留守儿童
并开展长期帮扶行动， 促进留守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北京市选派的38名第四批
援青干部人才进青履职， 第三
批援青干部人才在完成工作交
接后顺利返京， 这是记者昨天
从市扶贫支援办了解到的。

7月 30日 ， 青海省第三 、
第四批援青干部人才轮换交接
大会召开。 随后， 玉树州召开
北京援青干部人才欢迎欢送大
会。 据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 第四批援青干部人才
共38人， 其中包括10名医疗教
育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 他们
都是市委严格按照中央组织部
的要求和受援地需要， 经过层
层把关、 优中选优确定的， 普
遍经过较长时间的岗位历练 ，
综合素质较高 ， 专业能力较
强， 符合援青工作的要求。 市
委组织部在行前专门组织了集

中培训， 为干部人才作了充分
的思想和工作准备。

据介绍， 自对口支援青海
玉树以来， 北京市先后派出了
三批142名援青干部人才投身
于玉树的各项事业， 在产业发
展、项目建设 、民生改善 、民族
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
的工作， 为玉树灾后重建和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
2016年以来， 第三批援青干部
人才围绕 “精准扶贫， 精准脱
贫”，全力推进“北京援建”深入
牧区 、深入医院 、深入学校 、深
入人心，先后实施各类项目165
个， 帮助玉树完成81个贫困村
退出、8.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的任务。 2018年底，玉树州
一市五县中的玉树市和称多县
顺利通过省级脱贫验收。

暑假期间， 东城区文化和
旅游局 、 东城区委社会工委 、
区民政局联合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 开展关爱东城困境儿童公
益活动， 将第九届中国儿童戏
剧节展演经典剧目 《阿尔法星
球历险记》 《西游记之三打白
骨精 》 中的100张话剧票 ， 送
到困境儿童手中， 让孩子们在
假期中能够走进剧院， 感受戏

剧精彩。
东城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体验戏剧
对孩子们来说是件有意义的
事 ， 要调动起慈善部门 、 街
道、 社会组织的力量， 认真将
剧票落实到户， 尤其是关注好
精准救助项目服务的儿童及家
庭， 确保东城区的困境儿童能
得到广泛参与。

困境儿童感受戏剧精彩

8月 1日 至 7日 是 第 28个
“世界母乳喂养周”。 海淀区西
三旗街道举办了主题为 “助力
父母， 成功母乳喂养” 的科普
活动。

此次活动是西三旗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活动
之一 ， 参加活动的专家团队
均 为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各 科 室 、

中心主任 ， 专业方向涵盖妇
幼保健 、 乳腺 、 儿科 、 两癌
筛查以及产后康复医疗护理等
方面 ， 可以为居民提供专 业
的卫生健康类志愿服务。

通过活动， 该街道让专业
医疗机构走进地区家庭， 将专
业的母婴保健知识与技能带到
地区百姓家中。

□本报记者 白莹

西三旗街道将母婴保健知识送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