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14日，
怀柔区新任职处级干部培训开
班，32名来自区直、 镇乡街道、企
业的新任职处级干部参与。

据悉， 本次培训在课程设置
上， 更加注重科技素养的提升。
“围绕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建设，怀柔区干部队伍，特别

是领导干部队伍要不断提升科技
素养，强化创新求变意识，努力打
造与建设‘百年科学城’要求相匹
配的人才队伍。”怀柔区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本次培训班
为期一周，包括研讨式教学、案例
教学、现场教学、座谈会等多种课
程形式。

怀柔新处级干部培训注重科技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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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日前，怀柔区桥梓镇、雁
栖镇两家120急救工作站正式投
入使用。截至目前，该区设有1家
120急救分中心 ，10家120急救工
作站。

据了解，两家120急救工作站
均位于各自镇域内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站点实行二十四小时值
班制，并配有一辆设备齐全的120
救护车。 每次救护车司机接到市

级120指挥中心调度电话后，便立
即通知值班医生、护士、担架工，
一组4人即刻出发。当完成任务回
到工作站后， 医护人员会第一时
间将车内收拾整齐， 检查车上设
备、器械是否完好，补齐医疗急救
药品，填写出车记录单，时刻准备
下一次出发。“我们将继续再建5
家120急救工作站，实现急救资源
辖区全覆盖。”区卫健委应急办主
任孟晋说。

我为北京“十四五”献一计活动今启动
开通7种公众建言渠道 活动截至10月31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15
日从市发改委了解到， 本市将开
展以“筑梦新时代，共绘‘十四五’
———我为北京‘十四五’献一计”
为主题的公众参与活动。活动从9
月16日启动到10月31日结束。

公众建言活动全面开通7种
建言渠道，可以通过登陆“首都之
窗”、市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展北
京” 微信公众号、“发展北京”微
博，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
传真、信件等方式，围绕首都功能

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高质
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建设
管理、民生保障、改革开放、首都
安全等8个重点方面，以及其他关
系首都长远发展的问题建言献
策。 建言形式可以是系统的观点
论述，也可以是简短的真知灼见，
活动还将评选出优秀建言， 并为
优秀建言人颁发荣誉证书。

活动将以 “教育医疗资源优
化与提升”“养老与社区服务”“交
通与出行 ”“城市品质与人居环

境”为主题，开展居民社会调查，
广泛了解在北京工作、 生活的各
类人群诉求， 听取新老北京人对
城市发展的建议。 深入社区、乡
村、企业，认真听取普通市民对未
来五年社区建设、 基层治理等重
点关注问题的诉求， 以及企业对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围绕重点主题， 此次活动邀
请建言有内容、有观点、对规划编
制有借鉴的优秀建言人代表，与
政府部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

流。与市人大、市政协相关部门密
切沟通，商请市人大、市政协组织
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委员积极建
言献策，配合做好市人大、市政协
“十四五” 重点专题调研服务，认
真研究吸纳市人大、 市政协关于
“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建议。充分
发挥全市各类智库机构以及 “十
四五”专家咨询委员会作用，在形
势分析研判、目标指标确定、规划
《纲要》 论证等方面加强咨询，积
极吸纳专家建言。针对重点领域、

重点问题， 召开专门的专家座谈
会，听取意见建议。

同时， 开展 “我眼中的北京
2025”外籍人士建言征集活动。联
系在京外企、国际性商会等机构，
征集在京外籍人士对北京 “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积
极研究吸纳。 运用新媒体平台征
集建言。 通过组织竞赛活动等方
式， 吸引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以
视频形式上传“十四五”建言，打
卡身边的北京变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5日，
市园林绿化局公布2020年国庆天
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
方案。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祝
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建
国门至复兴门布置10处各具特色
的主题花坛。 建国门至复兴门之
间，将种植地栽花卉7000平方米，
布置容器花卉100组。花卉布置工
作于9月16日凌晨进场施工，预计
9月25日左右完工亮相。

据了解， 天安门广场中心将
布置“祝福祖国”主题花坛，花坛

顶高18米， 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
景，花篮为钢架结构，篮身为玻璃
钢材质。 篮体南侧书写 “祝福祖
国，1949-2020”字样，篮体北侧书
写“万众一心，1949-2020”字样。
篮内摆放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 港澳台的代表花卉以及富
有吉祥寓意的果实， 体现硕果累
累、百花齐放。花坛底部则以鲜花
构成10颗红心为主要特色， 与花
果篮共同寓意全国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取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同时祝福中
华儿女幸福安康， 祝愿祖国更加
繁荣昌盛。

今年， 长安街沿线将布置主
题花坛10处。东长安街5处花坛将
集中展示祖国各项发展的历史性
成就， 体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的伟大胜利。西长安街的5
处花坛则通过展望祖国的美好未
来，体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襄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期，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东城区长虹
电影院改造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记者近日了解到， 目前项目已开
工建设，预计2021年6月完工。

长虹电影院项目位于东城区
隆福寺街，改造对原有建筑加固、

装饰并完善配套设施之后， 建设
飞行影院、“走入中国”、文创体验
区等三大功能区。其中，飞行影院
设置70座体感座椅和巨型球幕，
搭配高流明投影机和环绕音频系
统， 悬空式动感飞行平台将乘客
座椅推进巨大的球幕中。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9
月15日从首都文明办了解到，近
日，本市公交、地铁、楼宇、西站近
5万块媒体终端大屏幕， 近600万
户家庭用户的机顶盒开机画面等
纷纷被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海报和宣传片“刷屏”。

据了解，自9月1日起至年底，

移动电视预计播出宣传片及海报
近700万次； 地铁电视预计播出
650万次；城市电视所属楼宇终端
预计播出400万次，户外大屏联播
网播出2500次； 北京西站视屏每
天播出不少于100次；人民数字大
屏每天播出50次； 歌华有线电视
开机预计覆盖1000万户次。

5万块大屏幕宣传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15日，
2000多家招聘企业齐聚 “中华英
才网”和“京才人才网”，拉开本市
“2020年人才服务公益行”系列网
络招聘服务活动的序幕。 此次网
络招聘服务活动将为企业提供人
才配置服务， 并为以高校毕业生
为重点的各类求职人员搭建供求
信息对接桥梁。 共计2000余家企
业将提供3.5万余个岗位。

本次招聘活动由北京市人才
服务中心主办，全程在“中华英才
网”和“京才人才网”上进行，分设
“第八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毕业

生专场活动（北京站）”和“网络招
聘与政策讲座咨询系列活动”两
个线上会场，应届、往届高校毕业
生和社会各类求职人员均可登录
两家网站在线求职。同时，招聘活
动还将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官方网站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联动，设置“就业超市”“北京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链
接，进一步推广“京尤码”应用。

本次招聘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11月30日，计划举办互联网行业、
国有企业等5场毕业生专场在线
招聘会；举办京津冀区域、留学归

国人才、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科
技服务等10场网络人才招聘专
场，北京外企、神州数码、北京热
力、 东软集团等2000余家企业将
提供3.5万余个岗位。

本市“人才服务公益行”网络招聘活动启动

怀柔区新增两家120急救工作站

科博会亮点抢先看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首次与
中关村论坛融合举办的第23届中
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于
17日正式开幕。昨天，记者跟随主
办方走进科博会参展单位———国
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抢
先看科博会上的新能源汽车 “高
精尖”技术。

作为科技部正式批复的汽车
行业唯一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
心，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
心(简称“国创中心”)正在加快打
造汽车芯片共性平台， 促进自主
汽车芯片应用推广。 本届科博会
上，国创中心将联合紫光集团、地
平线、东土科技、中车时代、北京
君正、世纪金光共同参展，集中展
示车规级芯片相关展品， 讲述如
何让新能源汽车装上“中国芯”。

借助科博会平台， 国创中心
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如何通过
开放式的联盟形式整合行业上下
游资源，促进整车企业、汽车芯片

企业、汽车电子供应商、汽车软件
供应商、高校院所、行业组织联合
攻关， 推动构建完整的关键汽车
芯片自主供给体系和内循环格
局，提高行业科技创新的能力。

下一步， 国创中心将开展车
规级芯片通用标准和专用测试标
准编制， 整合第三方测试机构资

源支撑车规级芯片测试平台，明
确车规级芯片测试认证技术路
线， 共同推进车规级芯片测试认
证工作，以测试平台为纽带，打通
国内自主车规级芯片的上车路
径， 形成新能源汽车的自主生态
产业链， 建立国产自主车规级芯
片上车应用的生态圈。 孙妍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记
者从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9
月15日起北京全市转入非汛期。
在6月1日至9月15日整个汛期内，
北京市迎来60场降雨过程， 累计
降雨381.6毫米，比去年同期341.9
毫米多一成。

据了解， 今年呈现出主要降
雨过程集中偏晚 、 局地雨强较
大、 灾害损失小、 蓄水效果明显
四个主要特点。 今年， 本市加强
28支市级防汛抢险队伍专业训

练， 备齐冲锋舟、 救生衣、 生命
探测仪等各类专业防汛抢险装备
和物资； 补充新增救生圈 、 移
动 发 电 机 等 10 类 防汛应急物
资； 落实防汛抢险队伍1000多支
20余万人。

与此同时， 开展50个山洪地
质灾害险村防洪避险转移演练。
结合永定河生态补水开展永定河
流域防洪实战演练和堤防抢险练
兵 。 全市共开展各类防汛演练
1000余次。

今年汛期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多一成

长虹电影院改造预计明年6月完工

国庆花坛布置今起施工 25日将亮相

新能源汽车装上“中国芯”

2000余家企业 3.5万个岗位虚位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