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暂别两个多月的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迎来了疫情之后的第
一个开馆日。 北京人艺副院长周彤， 演员濮存昕、 冯远征、 于震和导
演唐烨， 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利带着观众一起， 通过线上直播开启一次
云上博物馆之旅。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服务解决大问题 政策送到心坎里

“感谢房山区税务局， 你们
提供的帮助太及时了， 给我们解
决了大问题。” 5月19日一早， 中
国能建北京设备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悦民一行来到房山税务
局赠送锦旗。

中国能建北京设备公司是房
山区税务局管辖的区级重点税源
企业， 得到税务部门第一次帮助
是在2018年9月。 “那时候正值
国地税合并交替期， 我们有一个
标的额约千万元的电抗器项目招
标， 招标现场要求一小时内出具
历史合同的发票真伪证明， 当时
真是急死我了。 还好有房山税务
局相助， 组织税务干部牺牲午休
时间加班， 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出

具了证明材料， 我们最终赢了这
次招标， 打开了城市轨道交通全
新市场领域。” 杨悦民回忆。

“第一次房山税务帮了我们
扩宽外部市场， 第二次又帮我们
解决了内部的大难题。” 杨悦民
介绍， 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后，
作为原电力系统最大的修造老国
有企业， 在职职工1942人， 个税
缴纳人数按新个税办法涉及700
人左右， 年节税总额约200万元。
由于涉及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况非
常复杂， 企业无从下手， 只好向
房山区税务局局长濮璐 “求助”。
没过几天， 税务部门就安排相关
科室负责人专门上门服务， 现场
为企业解决了问题。

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 当天， 北京世界公园开展了 “爱护美好
家园 共享生态文明” 主题宣传日活动。 通过公园电子大屏、 广播、
张贴宣传画等形式， 向游人宣传倡导文明游园、 保护生态环境理念，
使游人规范自身行为， 文明旅游。 通讯员 赵彤 摄影报道

5月14日， 在北京丰台区石
榴庄二街道路施工现场， 以往鸣
叫着冒黑烟的 “墨斗鱼” ———柴
油自卸车不见了 ， 五辆 “零排
放” “零燃油消耗” 的新能源纯
电动沥青混合料专用车匀速安静
地伴随着摊铺机缓缓前行， 随着
料斗里乌黑油亮的沥青混合料不
断碾压成型， 来自北京市政路桥
建材集团的新能源纯电动重卡完
成了它们的首秀， 这标志着国内
首批绿色纯电动沥青混合料自卸
专用车正式投入使用。

“开车要听声儿， 这新能源
车起步马力大， 拉了满满的一车
料， 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声比燃油
车小多了， 开到路上不扰民， 还
没有尾气排放， 我开了几十年的
卡车，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在
建材集团所属路驰分公司， 司机
赵师傅第一次开上新能源纯电动
重卡， 难掩对新车的喜爱之情。

市政路桥建材集团引进的这
批新能源纯电动重卡是参照沥青

混合料行业运输标准量身打造
的， 具有充电快、 动力强、 自重
轻、 安全性高等显著特点。 该车
满电状态下续航里程长达220公
里 ,完全能够满足首都全天候沥
青料运输需求； 车载电池具备快
充模式， 充满仅需1个小时， 来
不及充电时还支持6分钟内换电
模式， 丝毫不会耽误运输进度。

与传统燃油车相比， 新能源
纯电动重卡还有明显的路权优
势。 每天6时至23时， 北京五环
路以内基本禁止燃油卡车通行，
而这批投入使用的新能源纯电动
重卡进城运料基本不受时间和区
域限制， 产出的沥青料能随时运
走， 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

此外， 该新能源纯电动重卡
自带车联网系统， 能将车辆运行
状态数据与建材集团信息化生产
管理系统无缝对接， 可统一指挥
调度车辆， 实现生产与物流的完
美结合。

据介绍， 市政路桥建材集团

今年将服务保障新机场北线高
速、 首都机场跑道大修、 北清路
改造等全市一半以上道路沥青用
料， 预计下半年生产沥青混合料
300余万吨 ， 总运输量达7万车
次。 新能源纯电动重卡将凭借其
全区域通行 、 智能化调配等特
性， 助力北京道路交通建设复工
复产按下 “快进键”。

随着高三、 初三学生陆续复
课，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奔赴辖区中学周边的超市 、 餐
馆、 食杂店， 逐一清查所售食品
的进货来源渠道和返厂销毁退市
情况， 严格确保复课师生吃得安
全、 吃得放心。

近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来到了通州区第二中学东
侧的新仓路， 对道路两侧的多家
食杂店和小餐馆开展执法检查。

“对于保质期到期的食品你
们是怎么处理的？” 面对执法人
员的询问， 超市工作人员称面包
直接退回厂家集中销毁， 包装食
品则是自行下架和销毁， 并拿出

了过期食品的销毁记录。
据介绍， 高三、 初三学生复

课后，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在严格
做好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的同
时， 还把即将到期食品的下架退
市列为了检查重点。 “尤其是疫
情前夕购进的食品， 若无法在保
质期内销售出去， 一旦因个别商
家工作疏忽或心存侥幸， 极易造
成消费者购买到过期食品给身体
健康造成危害。 我们在严格筛查
清查的同时， 通过强化经营者的
主体责任， 共同为广大师生营造
安全 、 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 。”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
监督管理科科长祁宇光说。

□本报记者 赵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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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徐爽

“老师， 老师， 电池是什么
垃圾？”

近日， 在小朋友们的欢呼雀
跃中， 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
小课堂在玉蜓文化广场开讲。

在 “你问我答” 互动环节，
小 朋 友 们 争 先 恐 后 举 起 一 双
双 小 手 ， 向老师提问垃圾分类
方 面 遇 到 的 问 题 ； 在 “ 投 放
卡片” 游戏环节， 孩子们蜂拥而
上 ， 在 老 师 的 引 导 下 ， 把 模
拟实物的卡片投放到对应颜色
的垃圾箱中 。 活动结束后， 小
朋友们拉着大人的手开心地离
开了。

这是永定门地区公园管理处
联合东城区永外街道共同开展的
“垃圾也有家 分类靠大家” 主题
宣教活动。 活动前， 公园重点针
对儿童这类目标游客发放了活动
预告宣传册， 吸引了60多名儿童
和家长参加。 通过专业老师讲解
和趣味互动相结合的形式， 孩子
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强化了垃

圾分类的意识， 掌握了垃圾分类
的基本方法 。 通过 “小手拉大
手”， 公园将环保的理念和习惯
延伸到各个家庭。

据介绍， 自北京市实施生活
垃圾分类以来， 东城区各大公园

充分发挥了公园的宣教阵地作
用， 共开展各类宣传活动68次、
发放宣传折页534份、 张贴海报
66处、 工作人员培训45次， 多措
并举将垃圾分类的意识和常识灌
输给每一名游客。

齐齐心心协协力力抓抓好好两两个个““关关键键小小事事””
努努力力建建设设和和谐谐宜宜居居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十个手指， 从左往右挨个
数， 跟着口诀一起念 ‘瓶瓶罐罐
纸电一三五七’。 大家看， 垃圾
分类是不是很简单！” 5月19日上
午， 石景山区景阳东街第二社区
的楼门组长和 “老街坊” 志愿者
在老师带领下学习垃圾分类环保
十指口诀， 顿时， 让垃圾分类有
趣又简单。

新修订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于5月1日正式施行，
为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氛
围， 景阳东街第二社区成立了一
支拥有60人的垃圾分类劝导队，
在经过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后， 他
们在每个垃圾投放点前做好 “值
守式服务”， 每天分时段在垃圾
桶站进行值守， 引导鼓励居民自

行分类、 自主投放； 他们化身垃
圾分类 “宣传员” 和社区工作人
员一起走进楼门， 开展全覆盖的
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 为每户
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 厨余
垃圾桶， 让居民签订 《绿色承诺
书》， 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

此外， 社区还将宣传语 “讲
卫生 ， 勤打扫 ， 垃圾分类环境
好， 环保” 纳入社区居民文明公
约三句半中，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

加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 。 目
前， 通过入户宣传， 景阳东街第
二社区已经有1200余户居民签订
了 《绿色承诺书》， 承诺从自身
做起， 行动起来， 自觉做好垃圾
分类。 据悉， 八角街道23个社区
均已经成立了垃圾分类劝导队，
作为老党员、 楼门长、 志愿者，
他们利用 “老街坊” 熟悉的面孔
进行柔性劝导， 让垃圾分类成为
文明新时尚。

““小小手手拉拉大大手手””共共促促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本报记者 唐诗

石景山手指口诀助居民垃圾分类

全国首批纯电动沥青料运输车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企业老总动情讲述税务的两次“出手”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成旭 马宏伟

通州市场监管局严查校园周边临期食品

中中国国旅旅游游日日倡倡导导文文明明游游园园

名名角角““云云直直播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