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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获悉， 首钢京唐公司针对台
风“利奇马”可能带来的影响，提
前布置防风防汛任务， 全力做好
各项防范工作。其中，各部门还建
立了应急小组， 广大干部职工投
入防汛防台风的一线战场。

据了解，台风“利奇马”近日
持续影响曹妃甸，出现大暴雨，沿
海地区最大风力达10-11级 ，潮
位增水1-1.5米，防汛防台风形势
异常严峻。

安全管理部、设备部、炼铁部
等部门分别针对自己负责的重要
设备和重点区域， 进行全面隐患
排查，准备防汛器材。

其中， 供料部生产人员在煤
场、矿场、供返料等区域“见缝插
针” 式的利用雨小间隙组织备料
工作，确保各料仓槽位在高槽位，
保证在极端天气下顺稳供料；设
备室电气及自动化专业对所属区
域60余个电气室进行全方位排
查， 并对部分电缆沟进行抽水处
理， 确保信号传输稳定、 指令畅
通。 运输部则实行各单位一把手
负责制，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
应对极端天气。 基于前沿水位不
断上涨， 准备1100余沙袋封堵港
区门户， 防止海水涨潮倒灌进入
厂区。能源与环境部未雨绸缪，为
了应对水位过高发生的海水倒灌

事故，在7月份便组织多次应急演
练，更是成立了应急管理小组。

此外，京唐公司将针对近期
的天气预报等信息做好预警工
作，利用微信，向职工推送防台
风 、防汛 、防雷电等安全防范知
识，增强职工的安全防范能力。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
演讲大赛今明两天举办复赛

首钢京唐公司提前排查部署应对台风

本报讯 北京市 “时代新人
说———我和祖国共成长” 演讲大
赛复赛于8月14日、15日在中华世
纪坛剧场举行， 将决出前17名选
手晋级全市决赛。

市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
国共成长”演讲大赛自6月份启动
以来，全市基层一线、街乡社区广
泛发动，组织开展580余场演讲比
赛，8300余名选手参赛，直接覆盖
受众50万余人。同时，各单位踊跃
上传优秀演讲视频参加网络演讲
赛，430余部视频在网上进行了展
播。目前，初赛已圆满落幕，各单
位推选69位选手参加复赛角逐。

参加演讲大赛的选手上至七
八十岁的老人， 下至4岁的小朋
友， 既有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的家
庭医生， 又有用双脚丈量辖区每
一寸土地的基层选调生； 既有穿
越多个国家和城市的卫视主持
人，又有首都高校在读大学生；既

有默默无闻服务基层的村干部，
又有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国企
职工等， 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年
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但
却 拥 有 一 个 共 同 而 响 亮 的 名
字———“时代新人”。 来自基层一
线的一名法官说： 作为一位时代
新人，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通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最新科技与司法深度融合，为
人民群众提供公正高效便捷的司
法服务， 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
化，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来自景山
学校远洋分校的教职工说： 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凡小事不平凡，每个
孩子中国梦的一小步， 必将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步。

同时，各系统、各部门、各区
高度重视，精心安排部署，广泛发
动基层积极开展各项赛事， 丰台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说：丰台区把演讲比赛作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主题推动日”的
主体活动，立足村镇、社区、企业、
学校等基层单位， 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参与演讲比赛。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广泛开展“我和我的
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市启动 “时代新人说———我和
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来自一线
的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走上演讲
台，讲工作、谈奉献、说人生、话理
想， 诉说着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
情和心里话， 以生动故事展现家
国情怀，讲述个人成长故事，讲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首都
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据悉， 决赛将于8月底举行，
届时将评选出获奖选手和组织
奖， 部分获奖选手还将代表北京
市参加全国大赛。

成立应急管理小组 准备1100余沙袋 全方位排查电气室

戴上特殊设备专注思维可以
操控赛车、走进“智慧小屋”体验
烟雾逃生……8月9日， 丰台区南
苑街道共青团、 翠海明苑社区青
年汇以 “凝科普智慧 聚创新力
量”为主题，举办了科普活动。300
余平方米的科普活动广场， 十余
类科普活动项目呈“回”型分布，
每一个活动项目前都排起长龙，
吸引社区居民、 中小学生等积极
参与。 通讯员 史莉 摄影报道

家门口乐享
“科普大餐”

市局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宣讲会

公安干警真情讲述“忠诚与担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0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在智化寺举办
“垃圾分类新时尚 美丽东城共分
享———‘周末环保日’启动仪式”，
吸引200余名党员、居民参加。

当天，10位辖区党员代表示
范了正确投递厨余垃圾的方法，
并从区、 街领导手中接过垃圾分
类积分卡， 以实际行动带头践行
垃圾分类的绿色生活方式。 党员
代表向活动参与者发出倡议：“树

立‘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美丽北京
共建共享’的理念，从我做起，从
身边一点一滴做起， 积极参与切
实践行，养成垃圾分类、勤俭节约
和物尽其用的文明生活习惯。”

在倡议书的鼓励下， 来自各
社区的党员、 居民在烈日下开启
了 “健走捡拾” 的活动环节。

当天， 多个辖区单位均以党
组织名义参与到 “周末环保日”
活动中来。 于佳 摄

建国门200余党员居民引领垃圾分类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 “城市公
共空间改造提升培训暨2019年度
试点项目征集工作启动会”。记者
了解到， 今年的征集范围为城六
区及通州区。

2017年，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
制定了 《关于城市公共空间改造
提升示范工程试点工作方案》，在
东西城区率先启动杨梅竹斜街智
慧人本空间、 前门地区桥湾地铁
站周边公共空间改造等10个示范
试点项目。2018年又印发了《城市

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试点
工作方案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将试点范围拓展至
城六区和通州区， 并征集启动20
个项目。

据了解， 今年的征集工作以
2018年《实施细则》为准则，征集
范围不变、支持力度不减。项目征
集仍按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有机结合的方式进行，不限申
报数量。 市发展改革委将建立试
点项目储备库滚动实施， 成熟一
个、推动一个、落地见效一个。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北京
海关近日破获一起走私毒品可
卡因入境案件，抓获中国籍犯罪
嫌疑人1名， 缴 获 毒 品 可 卡 因
24 . 1387千克，打破了北京海关查
获毒品个案重量的历史纪录。

7月30日凌晨，北京海关关员
在对巴西抵京的CA908航班行李
物品进行X光机检查时发现，2件
托运行李中装满奶粉罐， 但图像
颜色和性状明显异于正常奶粉。
现场执法关员开箱后发现，2件行

李箱装有奶粉罐30个， 而罐中物
品为纯白色，有酸性味道；其中粉
末状物品均由透明袋密封包装，
有明显人为加工痕迹。 海关关员
判定奶粉有“偷梁换柱”之嫌，遂
部分抽取奶粉罐物品进行毒品快
速检测， 结果均呈可卡因阳性反
应。 北京海关缉私部门于当日对
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

目前， 北京海关缉私局已对
犯罪嫌疑人陈某冰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北京海关破获最大走私毒品入境案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2日，
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外公布了 “北京市
扶贫协作奖”获奖名单，全市共有
150名个人、80个集体榜上有名。
据悉， 这是三年脱贫攻坚战以来
本市首次组织开展的扶贫协作类
奖项， 在脱贫攻坚战完成之前将
每年组织一次评选表彰。

2018年， 全市投入财政帮扶

资金65.16亿元， 建设928个扶贫
项目，选派1739名干部人才，助推
受援地区25个县脱贫摘帽、69.07
万贫困人口脱贫。 在2018年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中， 北京取得了综
合评价“好”的成绩，位居前列。此
次共评选出100名个人突出贡献
奖、30名个人爱心奉献奖、20名个
人创新案例奖、50个单位组织工
作奖和30个集体社会责任奖。

150名个人80个集体获市扶贫协作奖

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试点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李永福 贾延铄） 近日，朝阳区农
光里12栋楼的三位住户代表来到
房地置业大厦送来 “全心全意见
真情，为民解忧暖人心”的锦旗及
感谢信， 称赞首开房地总承包部
工作人员真心为民办实事。

2017年， 农光里住户田师傅
等代表12栋楼的居民多次到市国
资委等有关部门反映房改售房的

诉求。 房地总承包部六项目部负
责人得知情况后， 与市建委和朝
阳区相关部门多次联系，2018年9
月， 测绘人员对农光里24户居民
住宅进行入户实地测量。 测绘工
作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拿出房屋
测绘图表。2019年4月， 本着特事
特办原则， 将24户居民售房资料
报市建委。经批复后，24户居民签
署了购房协议并缴纳了购房款。

首开房地总承包部为民办事获锦旗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北京市公安局举办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
宣讲会。

会上， 宣讲团成员分享了自
己和身边战友在首都公安不同工
作岗位上坚守人民公安为人民初
心使命， 忠实践行 “十六字” 总
要求的鲜活事例和感想体会。 被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 “最美交

警” 的交管局中心区交通支队副
支队长孟昆玉， 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的西城分
局牛街派出所副所长沈琦， 在打
击犯罪、 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 冲锋在前的朝阳分局刑
侦支队中队长张超， 在虚拟世界
维护网络安全的网安总队副中队
长韩翰， 以及被三代反扒民警师
徒传承事迹感动、 并立誓要传承

红色基因的东城分局天坛派出所
青年民警袁潇艺， 分别以质朴的
语言、 真挚的情感讲述了自己和
身边战友忠诚履职、 无私奉献的
故事。

现场聆听宣讲的公安干警表
示，要向先进学习，以典型为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
拼搏奉献，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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