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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8月8
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华
北理工大学、 首钢京唐公司等单
位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在河
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举办。共393所
院校参赛， 参赛作品数量共4102
件。经过专家网评与组织会评，共
有102所高校的199件作品进入决
赛，并产生特等奖10项。

“我们在现场展示区发现，很
多大学生设计的产品在节能环保
领域都非常具有针对性。” 首钢
京唐公司运营规划部部长刘建华
表示， 首钢京唐公司作为绿色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基地， 公
司承办这次活动， 就是要寻找大
学生节能减排创新与企业环保实
践的契合点。 刘建华还表示， 活

动期间，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的专家团队将会对设计成果展示
区进行系统参观。 “对于对节能
环保有突出作用、 满足企业节能

环保需求的成果， 我们将会在吸
纳借鉴的同时， 利用企业资源为
他们提供成功转化的平台。”

赵思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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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5日，
由市委宣传部、通州区委员会、通
州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 第七届北京七夕文化
节“大运河畔话七夕”咏诵会在通
州文化馆举办。

咏诵会以“话说”七夕节的本
源、传说、衍生、传承共四个篇章
为脉络，诠释七夕文化内涵，展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牛郎织女的忠贞不渝是中
国古代守护爱情的典范， 是人们
对美好事物的不倦追求。 对我们
现代人来说，这种真、善、美是值

得学习的文化与精神。”通州区文
化馆研究馆员刘康达说。 区委宣
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王明珠表
示，“我们聚焦弘扬家庭美德，引
导人们追求爱情美满、 家庭和睦
的美好生活， 进一步提升传统文
化的影响力和创新力。”

据悉，今年七夕期间，通州区
已经举办了“为你而来幸福脱单”
七夕鹊桥会、 七夕民俗非遗互动
体验以及于家务乡分会场 “金婚
话七夕”等品牌活动。还举办了十
余场活动，包括七夕观影、爱情影
片展映等。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8月8
日，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
法普法协调小组、市委宣传部、市
司法局共同举办北京普法联盟成
立仪式，发布以 “扬帆新时代 聚
力普法行” 为主题的55项服务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普法宣
传活动举措。

据了解， 北京普法联盟由政
策咨询团、普法讲师团、以案释法
宣讲团、村居法律顾问团、法治校
长普法教育团、 青春船长普法服
务团、法治文艺骨干普法演出团、
媒体普法传播团等8支专业普法
宣传服务团，和由市高院、市检察
院、市妇联、团市委等42个委办局
普法宣传服务队， 以及16个区级

综合普法宣传服务队组成， 集合
全市共66支 （团） 队，24928人及
74+政务新媒体的普法资源力
量。 北京普法联盟普法宣传服务
（团）队将结合每年不同的主题开
展活动并进行动态扩容和管理。

据介绍， 下半年将全面开展
好55项主题普法宣传服务举措。
结合法律进企业、 进农村、 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
络等载体，组织基层法治讲座、法
律咨询、法治文艺演出等活动。面
向全市组织开展第十六届全国法
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展示活
动。筹备开展今年的“12·4国家宪
法日” 主题宣传活动。 贯彻落实
《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示范工作的通知》，研究制定本
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评价指
标体系或创建指导标准 （试行），
将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纳入到法
治乡村建设的日常工作中。

同时， 与市高级人民法院合
作，研究制定《北京市国家工作人
员旁听庭审工作实施意见》，持续
开展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学法
实践活动， 推动国家工作人员旁
听庭审经常化制度化。下发 《关
于开展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调
研成果征集评选的通知》， 动员
全市围绕基层普法依法治理、 法
治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开展调
研， 相关优秀成果年底前将编辑
成册供全市借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近
日从北京发改委了解到， 五棵松
冰上运动中心已于今年6月完成
结构封顶，预计年底可投入使用。

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总建筑
面积约38960平方米，将设地下两
层、 地上两层， 拥有两块室内冰
场，一块室外冰场，并同步建设看
台及观众休息区、 训练场辅助用

房、设备机房、公共厅及交通空间
等。据了解，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
建成后将承办国际国内顶级冰上
运动赛事； 设立国际专业冰上运
动俱乐部，从事冰球、花滑、速滑
教学培训， 提供冰上文化演艺娱
乐服务； 建设青少年冰球人才国
际交流平台， 实现冰球人才引进
来、走出去等。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7日19
时，在簋街西段的288广场，第二
届簋街不夜节开幕。 簋街上30多
家商户参与了不夜节。 本次活动
将持续到8月18日。

簋街是一条老牌餐饮特色
街，也是夜京城第一地标，聚集着
100多家各具特色的商户， 胡大、
老徐的小龙虾， 花家怡园的四合
院和北京菜，徽焰的臭鳜鱼、北平

三兄弟、 奇门的涮肉……花样繁
多，让食客流连忘返。

本次簋街不夜节分为线上传
播、线下氛围营造、商家大力度优
惠三个方面。同时，本次不夜节，
簋街商会重新对灯笼进行规划和
设计，并进行了申报，在参与商户
门口进行了灯笼的装饰和布置，
装饰一新的簋街充满了节日欢快
的氛围。 于佳 摄

市委统战部推出大型口述史节目“父辈的1949”

首钢京唐助力大学生节能减排成果转化

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年底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8月2
日，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2019年
红领巾暑期成长营结营仪式举
行，50余名小营员和家长一起参
加了结营仪式。

成长营为期15天， 共计开展
课程31场，包含儿童心理、思想引
导、烘焙、户外课程、科技手工、经

典文化传承、 防侵害、 垃圾分类
等， 累计授课服务400余人次。家
长表示， 暑期成长营让孩子不再
局限在自己家中， 而是通过营地
认识到更多的同龄朋友， 同时丰
富的课程设置开拓了小朋友的眼
界，增长了他们的知识，让他们的
暑期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大运河畔话七夕”咏诵会在通州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8月7
日，京港地铁在4号线动物园站开
展了一场“爱的交换”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在暑期大客流中，为乘客
提供更为便利的出行服务，同时，
传达七夕祝福。

暑运期间，4号线动物园站是
客流量较大的车站之一。 为方便
乘客的出行， 京港地铁组织20余
名乘客体验车站工作人员的工
作，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这天正值七夕，志
愿者们在4号线沿线社区长者的
带领下，制作手工香囊，并在志愿

服务时赠送给过往的乘客， 为乘
客送上七夕祝福。同时，志愿者也
邀请乘客在贺卡上为志愿者写下
七夕祝福和对志愿服务的建议，
进行“爱的交换”。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8月
7日，“同心圆·中国梦———父辈的
1949” 口述史版在北京人民广播
电台正式开播。 该节目由市委统
战部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策
划，统战系统单位、北京人民广播
电台共同参与制作， 是首都统一
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
教育活动重要内容之一。

据了解，该节目选取李济深、
张澜、黄炎培、司徒美堂、蒋光鼐、
彭泽民、何思源、林汉达、邓稼先

等党外代表人士先贤， 通过他们
后代的讲述，真实、生动、具体地
再现他们在1949年同中国共产党
一起参与新中国创建的奋斗经历
和心路历程， 反映先贤们追求进
步、热爱祖国、敢于担当、甘于奉
献的高尚品质， 揭示中国共产党
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核心
领导力量的必然性， 以及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系列节目不
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史，也为当前“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民主党派自
身建设提供了良好资料。

节目共20期左右， 除在北京
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外， 还将在人
民网、 光明网等媒体平台推送展
播。“同心圆·中国梦———父辈的
1949”视频版也在紧张制作中。

本市打造“回天地区”10分钟就业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 张晶） 8日，市

人力社保局首次引入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公共就业服务，并通过“三
个打破”， 即打破行政区划分割、
打破户籍限制、 打破线上线下区
分，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措施，加大
精准招聘推进力度， 着力打造10
分钟就业服务圈。

据介绍，“回天地区” 人口密
度大，现有近86.3万常住人口，近
半数为非京籍人口， 本市户籍人
员中， 仅20%为本地户籍，“人户
分离”现象突出。回龙观地区居住
的人口 ，80%左右就业地分布在
上地 、中关村 、望京 、CBD、三元
桥等区域； 天通苑地区居住的人
口 ，85%就业地分布在亚运村 、
CBD、望京、中关村等区域。

市区人力社保部门为解决

“回天地区” 群众的职住矛盾，推
进职住平衡，重点实施了“三个打
破”。 一是打破行政区划分割。以
回天地区中心为中心，10公里为
半径，确定为回天职住平衡区域，
这其中包括了朝阳、海淀、昌平三
个地区的部分地区。在此范围内，
搜集、开发企业岗位，针对性地向
“回天地区”劳动者推送。二是打
破户籍限制。 把原来仅面向户籍
人口的各项就业服务，扩展到“回
天地区”居住的所有常住劳动力，
将他们全部纳入就业服务范围，
劳动者无需奔波到户籍所在地，
就可以在“回天地区”就近享受就
业指导、 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
务。三是打破线上线下的区分。除
了组织常规的线下现场招聘会以
外， 市人力社保局还首次在公共

就业服务中联合社会知名企业，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向 “回天地
区”劳动力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同时，与智联招聘合作，共同
推出手机版“回天地区职住平衡”
专区。求职者进入专区后，可以查
看“回龙观”“天通苑”附近的推荐
职位， 自行选择所在小区筛选职
位， 系统将根据距离小区中心距
离远近的顺序，对职位进行排序。
求职者根据薪资范围、学历、工作
经验、职位等相关条件，对职位进
行筛选并投递简历。

首次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就业服务

北京簋街不夜节点亮京城“夜经济”

体育馆路暑期成长营受到家长称赞

京港地铁七夕为乘客做志愿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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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普法联盟成立
55项服务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发布

回天新变化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