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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位于海淀区中关村西区创业
公社的中关村国际人才会客厅上
周正式开厅， 吸引国际顶尖创新
创业人才和多元化国际创新要素
主体在中关村西区落地发展，打
造创新、开放、活力、未来的国际
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区。

本报记者 白莹 陈艺 摄影报道

中关村国际人才
会客厅开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在12
日举行的HICOOL全球创业者峰
会上，宣布100个获奖项目将共享
8000万元奖金， 同时匹配10亿元
人民币创投基金， 获奖项目还可
获千万元风险投资直投机会。北
京市也将为获奖项目和企业提供
落地服务、 发展支持和生活保障
等政策与服务支持。

据悉， 首届HICOOL全球创
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自5月15日
启动报名以来， 累计收到来自海
内外两千余个优质项目和企业申
请报名和参赛。 大赛覆盖全球82
个国家和地区。行业赛道设定6大

产业领域，分别为人工智能/大数
据/金融科技、医药健康、新一代
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智能
装备、文化创意及其它类。

北 京 市 政 府 也 将 联 合
HICOOL全球创业大赛， 为获奖
项目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创业生
态配套服务， 结合目前北京针对
创业者的专属配套政策， 提供包
括办公空间租金减免支持、 产业
与资本对接、 项目孵化培训、 出
入境、 人才引进、 子女就学、 医
疗服务、 科研物品入境等各方面
的协助， 覆盖落地服务、 发展支
持和生活保障等全方面政策与服

务保障支持。
此外， 本次HICOOL全球创

业者峰会还设置了 “未来科技世
界” 式的展览空间。 参展的大型
科技企业来自物联网、 微电子、
集成电路、 科学仪器、 生物科技
等多个行业， 让参观者畅游科技
创新的前沿地带。

除了大型企业展区外， 还设
立了多个主题展区， 其中创业者
展区展出20个优秀的创业项目，
承接地展区将展现东城 、 朝阳、
海淀、 丰台、 顺义、 通州、 亦庄
7个地区的产业概况、 优势资源、
扶持政策等。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内蒙古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密
切配合， 共同组织开展内蒙古自
治区国家级贫困旗县的技工院校
和培训机构教师来京培训。11日，
京蒙扶贫协作教师进京培训班开
班，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134名教
师参加本次培训。

北京市人社局精准对接内蒙

古自治区技能教师培训需求，精
心挑选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北
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市新
媒体技师学院、 北京市工业技师
学院和首钢技师学院5所优秀技
工院校承担培训任务， 培训为期
10天，涉及16个技能培训项目。

各技工院校积极策划、 周密
组织， 先后召开了线上+线下工
作部署会及研讨会， 结合参训学

员的需求， 科学制定特色培训方
案， 从技能培训专业能力和教学
能力等方面设计课程， 同时针对
不同专业安排了特色培训内容。

此次培训任务是北京市实施
技能扶贫的重要内容， 充分结合
受援地区需求， 全面调动北京优
质技能培训资源，做到精准对接、
精准谋划， 助力受援地技能培训
水平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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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9月
12日至13日， 北京天文馆在A馆
西展厅开展 “宇宙小卫士” 垃圾
分类主题活动。 通过展板展示、
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观众介绍
垃圾分类知识。

“宇宙小卫士” 主题活动现
场设置了垃圾分类展板展示、 垃
圾分类互动游戏、 太空垃圾分类
介绍、 太空垃圾飞行棋游戏以及
“巧手学天文” 体验活动五个模
块。 其中， 垃圾分类展板详细介
绍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 、 意
义、 分类方法以及北京天文馆践

行垃圾分类的实际行动。 “巧手
学天文” 手工制作中， 科技辅导
员教授 “巧手学天文 ” 手工制
作， 利用常见的可回收垃圾制作
天文元素手工制品。

天文馆“宇宙小卫士”宣讲垃圾分类

京蒙扶贫协作 百余教师进京学技能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9月
11日，随着最后一道标线的施划，
作为冬奥会延庆赛区迎宾大道的
京银线北段大修工程主体完工，
较原计划10月15日完工的工期提
前了一个多月。

京银线北段由延庆公路分局
建设。 作为延庆区北部路网中重

要的一横，连接着延庆镇、张山营
镇共17个村庄， 沿线分布着古崖
居、玉渡山等著名景区，连通着京
礼高速、 松闫路两条冬奥赛场重
要道路。本次大修工程全长22.64
公里。实施时，对道路病害进行修
复，增加了交通安全设施，补植了
行道树，让市民出行更安全舒适。

40万株菊花装点京城
北京市第十二届菊花文化节13日开幕，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本届

菊花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 市公园管理中心、 北京花卉协会联合主
办。文化节期间，约40万株（盆）不同品种的菊花以及各色花卉将在各大
展区亮相，共同扮靓京城。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首届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举行

推出多项举措促创业企业扎根北京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第23届
科博会将于9月17日至20日首次
与中关村论坛融合举办， 作为中
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 共同聚焦
“合作创新 共迎挑战”主题。

本届科博会主要活动包括：
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
论坛会议、网上展示推介。主展场
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静安庄
馆），面积3万平方米，设12个专题

展区，包括抗疫科技展区、国际展
区、前沿科技热点展区、科技冬奥
展区、 北京高精尖产业创新成果
展区、金融科技展区、智慧教育展
区、 首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成果
展区、 科技产业功能区创新成果
展区、 首都青年科技创新创业成
果展区、 首都汽车科技展区和省
区市科技创新成果展区。

展会将成为全面展示全国科

创中心建设成果的 “阅兵场”。市
经信局将以北京 “十大高精尖产
业”为主线，聚焦“五新”和高精尖
产业重点领域， 携同仁堂等30余
家企业参展， 展示在产业创新中
心建设和构建产业生态体系方面
的成效。 中关村科学城将携一批
新型研发机构、潜力科技企业、科
创板上市企业等亮相， 展示中关
村科学城前沿科技创新成果。

科博会首次与中关村论坛融合举办

北京科创成果将集中“阅兵”

冬奥会延庆赛区迎宾大道提前完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了解
到，第二届“社区邻里节”将于9月
11日到10月8日开展“线上征集活
动”。征集的内容为邻里节主题词
（曲）、邻里节吉祥物、最美社区抗
疫人、社区邻里故事。

据了解，10月17日到25日将

举办“社区邻里节活动周”。包括
市级主场活动和各区分会场活
动。 市级主场活动拟定10月17日
在朝阳区麦子店街道蓝色港湾举
办。 各区分会场安排在活动周期
间，由各区自行组织实施，同时各
区将指导辖区各街道自行开展线
上或线下活动。

“社区邻里节”线上征集最美抗疫人

本报讯（记者 孙艳） 11日下
午，23届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启
动。近两个月时间内，主办方将协
同央地科技、人才资源，精彩呈现
160余场专业学术活动。涵盖理工
农医、 互联网和大数据、 智慧城
市、 航空航天等数十个学科和行
业领域。

市科协党组书记马林介绍，
学术月自1998年创办以来， 已经
成为北京地区涉及范围最广、参
与科技工作者人数最多的综合
性、开放性学术交流平台。作为学
术月标志性高端品牌活动， 北京
地区广受关注的学术成果系列报
告会去年引起了广泛关注， 取得
了初步经验。今年，北京市科协以
近五年在国内外期刊上的42.7万
篇论文为基础， 在14个领域遴选
出百余项高质量学术成果， 将举

办20场系列报告会 , 其中部分报
告会与北京科技协作中心共同策
划走进三城一区， 走进国家级重
点院所、重点企业。

学术月期间， 还将举办多场
次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 全国学
会参与积极， 近40场学术会议为
相关全国学会主办， 如中国天文
学会学术年会、2020中国化工学
会科技创新大会等； 国际学术交
流持续做好品牌， 如第十六届信
号处理国际学术会议、 第十二届
北京粘接界国际青年论坛 、2020
全球移动开发者技术峰会等；各
类线上线下活动涉及人工智能、
医药健康、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
域，聚焦疫情防控、经理学术、国
际交流、创新驱动、区域发展、技
术理论交流、人才成长、公共服务
等多个方面。

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举办160余场活动

本市近千果园邀市民观光采摘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2日，

“平谷瑞桃·祝福京城” 主题活动
在北海公园阐福寺上演， 同时也
标志着北京花果观光采摘季正式
启动， 全市近千个各具特色的观
光果园接纳四方宾客， 邀请市民
感受首都绿色产业的魅力。

据了解， 平谷现有桃园22万
亩，种植面积居世界首位。市园林
绿化局产业发展处谢莹告诉记
者，此次“北京花果观光采摘季”
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市公园
管理中心、 京郊各果品主产区共
同推出，结合“北京消费季”“市属
公园与郊区公园结对帮扶” 等系
列活动， 在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
措施前提下， 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确保京郊农林产品产销顺畅，
促进农民增收。 此次采摘季结合

北京主要果品成熟期， 将持续推
出梨、苹果等观光采摘。 于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