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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00余职工24小时坚守保国庆供水安全
节日期间不安排计划停水 重点路段设3200多个漏失监测仪“电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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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北京农学院获悉， 该校正式
上线“农安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服务平台， 是首例在溯源系统
里添加监督功能的服务平台，将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监督、评
价、信用服务。

2019年是 《国家质量兴农战
略规划》的起步之年，也是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制度全国推广之年 。
“农安云”平台由北京农学院首都
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运营， 集产品溯源和公众监督为
一体， 是首例在溯源系统里添加
监督功能的服务平台， 并为农业
企业提供包括供应链、电子商务、
检测认证、 金融保险等在内的全
方位产业化服务。

据悉，“农安云” 平台将依据
积累的溯源和评价大数据定期发
布“农安指数”，作为农产品质量
的信用指数， 该指数的底层数据
来自于消费者的评价监督， 实行
动态更新，由消费者投票形成，企

业越关注质量、提升服务、维护消
费者权益，越可以获得高指数，以
此促进农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70年， 北京与世界同行———
外国摄影师眼中的北京” 大型图
片展在朝阳公园融合广场开幕。
图片展集合了百年前和近20年来
自42个国家119位摄影师拍摄的
800余幅新老作品， 从城市风貌、
百业兴旺、 艺文荟萃和生活和谐
等多个方面， 为观众展示北京的
传承与保护、发展与变迁。

1999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创办了 “外国摄影师拍
北京”活动，20年来共邀请来自50
余个国家的100余位摄影师先后
到北京进行采风拍摄。

展览现场的静态展示区由44
组图片组成， 每组展出8张图片，
图片内容涉及中轴线、 北京的世
界文化遗产、北京的功能区、北京
的地标性建筑、北京的交通、北京
的科技园区、北京的商业街区、北
京的文化产业、 北京的文博场馆
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者等。

互动参与区包括采用AR互
动技术的互动屏， 观众进入画面
采集区后， 本人图像的头顶上会

随机弹出预先编写的与展览主题
和北京城市相关的互动语言；新
老图片对比环岛， 观众可以在正
背两面，看到拍摄时间相距100余
年， 同一内容且几乎同一角度拍
摄的新老图片；互动机环岛，观众
可以参与到与图片相关的拼图、
填图等多种游戏中， 从中了解北
京的城市中轴线、地标建筑等；抠
绿环岛， 观众可以以外国摄影师

拍摄的北京图片为背景， 与之合
影， 并通过手机分享至朋友圈获
得图片。 此外， 活动现场制作了
“70年，北京与世界同行”的装置，
并将多幅外国摄影师拍摄图片制
作成裸眼3D的图片在现场展示。

展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 北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
主办。展览持续至10月7日。

周世杰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公交集团将于26日首车起， 对部
分线路进行增站、 延时的调整。

其中， 增设中途站位线路情
况包括： 381路西红门公交场站
至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方向将增设
“菜户营桥北” 站。 485路北京南
站至振亚庄方向将增设 “开阳桥
南” 站。 665路北京南站南广场
至泰河园小区方向将增设 “小红

门路口北” 站。 691路双向将增
设 “造甲村” 站。 935路双向将
增设 “苇沟大桥” “西八间房”
站。 935快双向将增设 “苇沟大
桥” 站。 955路双向将增设 “望
泉桥东” 站。 夜12路双向将增设
“白石桥西” 站。

此外 ， 852路平谷汽车站首
车时间调整至4:30， 东直门枢纽
站末车时间调整至20:00。

9月26日起9条公交线增站延时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24
日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
市自来水集团供水调度中心、客
户服务中心、水质监测中心、各水
厂、 管网抢修维修等多个单位和
部门的2000多名职工， 将昼夜坚
守在供水岗位上， 确保节日期间
供水安全。市民如遇到用水问题，
请拨打集团客服中心电话———
96116（24小时）。

据了解， 市自来水集团提前
对节日期间城区供水水量进行预
测， 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节日供水
调度方案及应急调度预案， 确保
供水管网压力均衡。 严格按照水
厂运转班组、水厂化验室、水质监
测中心三级检测制度的要求，做
到从源头到龙头的全过程水质监
测， 让广大市民对水质安全更加
放心。同时，加强对供水管线的巡

视力度，特别是对重点地区、重点
用户、 重点单位周边管线增加巡
视频率，确保供水管网安全运行。

集团对213处在施工地逐一
排查，与建设方、施工方建立全面
的逐点对接机制，对123处重点工
地重点巡查； 在重点路段及区域
布设漏失监测仪“电子眼”3200多
个，实时监测管线运行，及时发现
管网安全隐患， 减少供水管网破

损事故的发生。此外，利用GIS地
理信息管理系统和GPS卫星定位
系统等科技手段， 提高供水管网
抢修的反应速度， 一旦出现管网
破损事故，做到快速止水、及时抢
修，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集团每日安排应急抢修人员
610人24小时值班和备勤，抢修车
辆138辆，应急供水车32辆，各种
抢修机械设备770台套，合理部署

在市区14个抢修站点， 并在节前
已做好抢修车辆、设备的维护，储
备相关抢修器材、物资，确保抢修
快速、高效。

节日期间，营业柜台值班，满
足用户缴费需要， 确保卡表用户
能够正常购水。同时，集团自9月
30日至10月8日不安排计划停水，
暂停周期换表工作， 确保用户正
常用水。

“农安云”农产品质量安监服务平台上线

800幅外国摄影师作品展示70年北京变迁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上午，2019年通州区玉桥街道助
老公益大集活动举行，来自街道、
社区、居民代表等200余人欢聚一
堂，共度重阳、国庆双节。

伴随着悠扬的旋律， 歌舞表
演 《咏唱中国梦》 拉开了活动的
序幕。 街道为老年人代表送上了
爱心助老券， 同时还评选出30名

社 会 助 老 孝 顺 之 星 ， 树 立 了
敬 老 孝 亲的典范 。 优美的舞蹈
《母亲中华》 将喜迎国庆的气氛
进一步渲染。

随后， 公益服务展示区火热
开场，理发、义诊、法律咨询等免
费服务和优惠活动， 为居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服务体验， 提升了
居民的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4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北京公司3家
通信运营企业签署“缅怀英烈 关
爱烈属”———通信服务合作协议。

此次签约， 三大通信运营企
业根据自身优势， 推出不同特点
的通信资费优惠项目， 在烈士纪

念日前为北京市烈属量身定制一
份厚礼。 这其中既有为享受定期
抚恤补助的烈属提供的发放福利
手机、 享受较大幅度通信资费优
惠等专属服务， 也有面向更多持
证烈属提供的在流量、通话时长、
家庭宽带、 视频网站会员等方面
的优惠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23
日， 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
会、中国建筑学会、首钢集团在首
钢园区举办了“纪念《北京宪章》
与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
筑师大会20周年座谈会”。 同时，
与会的中国工程院士、 国内外专
家等来宾参观首钢园， 称赞百年
首钢是工业遗存保护利用、 城市
更新的示范。

园区内， 首钢原有的工业管

廊摇身一变，成为集慢行交通、观
景休闲、 健身娱乐为一体的空中
高架景观步道，建成后全长约8.2
公里， 将首钢园区北区整体串联
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
“首钢园区改造早期论证的时候
我参与了， 现在来看效果已经显
现。这里的工业遗存很完整，拥有
100年的历史，首钢把工业遗存与
现代元素相结合， 利旧改造的全
新文化非常好。”

国内外专家参观点赞首钢园区

通州玉桥街道助老公益大集开市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获悉，按
照北京市交通委相关工作要求 ，
北京地铁公司于近日完成既有机
场线更名和标志标识更新工作。

据了解，根据相关要求，既有
机场线不再简称为 “机场线”，改
为规范使用立项批复的 “首都机
场线”名称。

北京地铁公司按照相关要求

组织所属京城地铁公司立即进行
全线车站、 车厢相关标识及提示
信息的更名工作， 共计更换完成
标识134处、车站及车厢线网图97
处（其中车站17处、车厢80处）。

此次更名工作， 进一步提升
了北京轨道交通精细化服务水
平 ,增强了两条地铁机场线之间
的辨识度， 确保广大乘客便捷出
行需求得到满足。

北京地铁机场线更名首都机场线

由42个国家119位摄影师拍摄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从通州区获悉， 通州区政务
服务部门自区级事项下沉试点乡
镇工作启动以来， 聚焦企业和群
众办事的难点、 政务服务的堵点
和痛点， 因事制宜地推出一系列
服务措施， 基本实现了让办事人
从“找部门”到“找政府”的转变。

今年4月，通州区启动了区级
事项下沉试点乡镇工作， 确定了
民生类事项下沉清单。据了解，政
务服务事项下沉的内容主要是民
生事项和部分法人事项， 主要涉
及人力社保局、卫健委、教委等9
家区级部门政务服务事项183项。

在改革试点工作进行过程

中，各单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呈现出诸多工作亮点。其中，通州
区人力社保局开展下沉业务 “点
对点”培训，还编制了专门的办事
指南。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源公共
服务中心推出了新建失业人员档
案、为灵活就业人员代办存档、为
灵活就业人员代缴社会保险、为
灵活就业人员代办社保减员、为
灵活就业到期人员代办失业转档
业务、代收退休申请业务等6项便
民利民服务事项， 由社保所代办
灵活就业人员相关业务， 由群众
跑腿办理业务变为社保所代收材
料、 代为跑路。 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8月底，已实现代办业务

5647笔，惠及人群4000人。
在外部服务提升方面， 通州

区将劳动能力鉴定时间从60天压
缩到30天， 取消了工伤认定申请
表复印件、 初诊诊断证明复印件
和工伤医疗服务机构出具的休假
证明材料；在发放岗位补贴、社会
保险补贴工作中，由文件规定的5
个工作日出具 《用人单位岗位补
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申请材料受理
书》改为当场出具，既减少了办理
时间，又减少了跑路次数；在大中
专毕业生存档业务上， 将原本需
回校开具的《转移档案花名册》改
为现场填写 《毕业生申请保存档
案登记表》。

通州打造简化、优化、精细化政务服务
实现让办事人从“找部门”到“找政府”的转变

三大通信运营商为烈属提供专属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