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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郭谕华 张晓宇） 12日，由中建集
团主办的202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 “百场宣讲进工地”
（第68场 ） 暨 “亲情呼唤安康 ”
活动在中建二局一公司中国爱乐
乐团项目举行。 活动现场播放了
“中国建筑关爱儿童” 暖场视频。
两名志愿者通过讲座培训的方
式， 进行了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
童政策法规、家庭监护、亲情沟通
等宣讲。

据了解，“亲情呼唤安康”品
牌活动持续开展11年来， 总投入
超过180万元，受益农民工人数十
万余人， 近千个农民工家庭实现
了团圆梦、 安康梦和幸福梦。在
“亲情连线”环节中，项目夫妻工

友与留守儿童的亲情对话， 感动
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当天， 中建二局一公司工友

现场发起了“我是法定监护人”的
集体倡议， 号召保护子女的身心
健康，每位家长都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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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宣讲活动走进中建二局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9月16
日，“第七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
节”将在王府井商业街举行。本届
品牌节聚焦 “国际品牌 开放商
街”主题，通过搭建国内外著名商
业品牌交流合作平台， 吸引知名
高端品牌汇聚， 助力王府井商业
街区产业结构优化， 推动区域协
同发展。

本届品牌节涵盖了开幕式、
王府井论坛、 王府井嘉年华三大
板块十余项精彩活动。 活动包括
仪式环节及 “北京时装周王府井
分会场” 品牌发布走秀两部分内
容。 作为北京时装周王府井分会

场，时尚秀场活动将持续至9月22
日， 每天举办一至两场新品发布
活动。17日全天，首届“王府井论
坛”将在王府半岛酒店举办。论坛
将重点围绕后疫情时期消费升
级、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业态创新、
商业新模式的实践路径等热点话
题进行深入研讨。

除开幕式及论坛外， 第七届
品牌节“王府井嘉年华”活动将从
9月16日起亮相金街， 贯穿中秋
节、国庆节等传统节日，并将持续
至十月底。活动分为文化、消费、
旅游三大板块， 集中展示王府井
商旅文融合发展成果。

第七届王府井国际品牌节16日开幕

密云水库开展“安全整治百日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14
日，记者从密云水库“安全整治百
日行动”誓师动员大会上获悉，未
来100天，密云区对水库及上游主
要河道开展全方位、全覆盖、地毯
式大排查、大整治，严厉打击涉水
违法犯罪行为， 彻底清除环境污
染隐患，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实
现“八无”目标。全区包括执法队
员、网格员、巡河员在内的3000余
名保水人参与此项行动。

据了解， 此次行动以 “执法
盲区清零、 污染隐患清零、 监管
盲点清零” 为目标， 重点整治垃
圾 、 污水 、 非法捕鱼 、 养殖放

牧、 翻越或破坏围网进入库区等
10项问题， 确保实现 “无乱倒垃
圾、 乱排污水， 无养殖放牧， 无
盗采盗运， 无违法建设， 无非法
捕鱼， 无抢栽抢种， 无破坏翻越
围网 、 无河道漂流游泳露营野
炊” 的 “八无” 目标。

按照行动部署， 整治区域划
分为库区155米高程围网以内及
水面、 库区围网以外至环湖路以
内、 环湖路以外水库上游纳入河
长制管理河道范围三个部分，分
别由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属
地政府、密云区水务局牵头负责。
密云区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大

队长宇兴评表示，“百日行动将统
筹安排执法人员， 开展24小时不
定时巡查， 在加大巡查执法力度
的同时， 严格执行台账制度和问
责制度， 确保整治行动务实、落
地、有成效。”

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大集将开市
首设技术交易板块 线上+线下汇聚7000多项优秀技术成果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9月17
日至20日 ，2020中关村论坛将在
北京举行。 今年论坛首次增设的
技术交易板块，成为一大亮点。14
日，2020中关村论坛举行发布会，
介绍论坛技术交易板块情况。

“全球买全球卖”大集将开市
找技术、找产品、发项目、发

需求，一场“全球买、全球卖”的技
术交易大集即将开市。 本届中关
村论坛以 “合作创新·共迎挑战”
为主题。跟往年相比，论坛首次拓
展技术交易板块。

中关村管委会政采中心主任
郅斌伟表示， 将以科技成果转化
为抓手， 整合全球供应链、 产业
链技术贸易资源， 打造面向全球
“高、 精、 尖” 项目、 国际科技

成果转化和技术成果发布交易的
“第四方平台”， 实现平台 “全球
发、 发全球， 全球买、 全球卖 ”
的功能。

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活动线
上+线下共汇聚了7000多项优秀
技术成果 、 600多个技术需求 ，
以及300多家国内外知名技术转
移机构和服务机构， 并将有来自
3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外籍嘉宾
参与活动技术路演和洽谈对接。

中国技术交易所副总裁高静
介绍 ， 于 9月 17日上午举办的
“中 国 -北 欧 智 慧 城 市 主 题 活
动”， 将成为中关村论坛技术交
易大会的首场线下国际活动。

发布 “领先技术百强” 榜单
在论坛技术交易期间， 将聚

焦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 “生
物技术与大健康” “节能环保与
绿色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智慧交通” 四个领域， 发布产业
创新技术百强榜单。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鄄
TN）秘书长张璋介绍，“领先技术
百强”榜单将在9月17日下午中关
村论坛技术交易发布大会开幕式
期间重磅发布。目前，已征集全球
相关领域优秀科技创新项目2500
余项，其中国际项目1800余项。

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
中亮相中关村论坛

2020年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
首次发布系列活动包含技术交易
大会开幕式以及5G和集成电路、
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业互联网和

智能制造、 科技抗疫暨生物医药
和高端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和智
能硬件、新能源和新材料等6个专
场发布， 集中首发59个国际项目
以及200多个国内项目。

活动聚焦国际国内新技术新
产品， 汇聚国内外前沿创新型企
业 、机构和科研院所 ，推动5G和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智能硬件、
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 工业
互联网和智能制造、 新能源和新
材料领域内知名企业集中发布一
批爆款黑科技及新产品， 深入打
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
式等宣传发布平台， 展现中关村
企业研发实力及品牌价值。

发起成立国际技术交易联盟
在论坛技术交易发布中， 中

关村管委会将联合中国国际科技
交流中心等单位共同指导发起成
立 “国际技术交易联盟”。

“国际技术交易联盟” 是搭
建国际技术转移、 交流协作、 创
新合作的平台， 链接国际知名技
术交易机构 、 组织 、 企业和专
家， 促进跨国技术交易、 交流合
作和技术成果产业化。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项目
合作处处长鲁萍丽介绍， 从7月
底邀请启动， 截至目前， 共有来
自中国大陆 、 中国香港以及巴
西、 英国、 德国、 俄罗斯联邦、
加拿大 、 美国 、 南非 、 尼日利
亚、 葡萄牙、 日本、 瑞典、 塞尔
维亚 、 突尼斯 、 以色列 、 意大
利、 印度18个国家或地区的103
家机构意愿加入联盟。

3000余保水人参与 重点整治垃圾、污水、非法捕鱼等10项问题

本报讯 （记者 盛丽）《北京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发 展 白 皮 书
（2020）》 （ 以 下 简 称 《 白 皮 书
（2020）》）近日正式对外发布。

《白皮书 （2020）》强调 ，今年
本市继续完善住房保障政策 体
系 ，坚 持 公 租 房 、共 有 产 权 住
房、市场租房补贴并举。同时，健
全保障房建设标准体系， 打造宜
居精品保障房。

《白皮书 （2020）》指出 ，本市
多渠道、 多方式建设筹集政策性
租赁住房， 建立健全集体土地租
赁住房建设推进长效机制， 大力
推动改建租赁型 职 工 集 体 宿
舍 ， 盘活社会存量房源发展公
租房。提升保障房运营管理水平，
全面推动租务管理的精细化、信
息化和标准化， 加快建立依托属
地、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公租房

小区社会化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同时， 本市将继续做好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 加强
房屋安全使用监督管理 ，严防普
通地下室散租住人 ， 推动普通
地下室再利用， 规范自用性宿舍
管理使用，加强超期公共建筑监管
力度。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推动企业资质申请全程网上办
理 ， 探索建立信用奖惩机制。

市住建委发布《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0）》

本市将健全标准体系打造宜居精品保障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京港
地铁自2019年起， 持续开展了4
号线列车多功能区改造。 记者14
日了解到， 今年年内， 4号线所
有列车将全部完成改造， 目前已
完成28列， 改造后的列车将陆续
投入运营。

此次改造延续2019年对列车
的改造方案， 即拆除列车中部两
节车厢内的4组3人座椅， 增设为
多功能区，方便乘坐轮椅的乘客、
携带婴儿手推车及大件行李的乘

客出行。
同时， 在拆除座椅的部分保

留了原有顶部扶手杆、车门旁及
贯通道旁边竖直方向的立杆 ，
方便乘客在车内站稳扶好 。

改造列车 投 入 运 营 后 ，在
高峰期增加了列车载客量 ，增
强了列车运力 ，提升了乘客出
行体验。 据测算， 53列列车全部
改 造 完 毕 后 ，4号 线 及 大 兴 线
全天可以增加约8000人次的载
客容量。

京港地铁4号线年内完成所有列车改造
部分车厢拆除座椅 每天可增加8000人次载客量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14日从北京市税务局获悉 ， 自
2020年10月1日起， 纳税人申报
缴纳企业所得税 （预缴）、 城镇
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
税 、 印花税中一个或多个税种
时， 可选择综合申报， 实现 “一
张报表、 一次申报、 一次缴税、
一张凭证”。

按照市政府 “打造一流的营
商环境高地” 的要求， 市税务局
推出综合申报政策。 作为税务机
关深化 “放管服” 改革、 推进税
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综合
申报通过对各相关税种纳税期
限、 流程资料、 填写要素的重新

梳理和整合， 切实减少了企业纳
税次数和办税时间， 降低企业管
理成本。

在此基础上， 市税务局提炼
出10个高频字段， 企业填写后即
可自动填入申报表各列， 为企业
提供更加简化便利的申报模式，
进一步缩减办税时间， 提高填写
质量。 同时， 市税务局根据纳税
人现有办税习惯， 将原按月申报
缴纳的印花税调整为按季申报，
与土地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按
季预缴） 合并为按季申报； 房产
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保持按半年
计征不变， ４月、 １０月实现五税
种综合申报。

市税务局推出综合申报 为企业省时减负

北京纳税申报实现“多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