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从
北京演艺集团了解到，10月12日
至18日， 该集团旗下多家院团将
带来40场演出， 亮相多家剧场和
线上的“京演快剧场”。

据了解， 中国杂技团将在北
京东图剧场上演大型杂技主题晚
会《丝路国香》。中国评剧院将在
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小剧场上演
“艺连心·手拉手”联合演出季《评
剧专场》。中国木偶剧院将在木偶

艺术剧院上演课本剧 《小蝌蚪找
妈妈》《咕咚来了》《小猴尿床》和
大型经典神话木偶剧 《大闹天
宫》。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将在首都
图书馆剧场上演儿童剧 《你看起
来好像很好吃》。北京市曲剧团将
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 《万
籁清音八角鼓》。

此外， 线上演出还有民族管
弦乐组曲《中轴》导赏、大型经典
神话木偶剧《大闹天宫》等。

京演集团40场演出将线上线下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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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李得仁） 12日， 怀柔区妇幼保健
院南院区开诊。

南院区位于后横街1号， 原
怀柔区中医医院住院楼1至5层。
此次搬入南院区的科室包括保健
部、 妇女保健科、 儿童保健科、
健康教育科、 儿童早期综合发展

服务中心和体检科。 科室接诊时
间 为 周 一 至 周 五 7:45—11:45，
13:30—17:30， 周末及节假日停
诊。 具体服务内容包括： 0-3岁
儿童定期体检、 0-3岁儿童早期
综合发展评估与指导、 儿童入园
体检、 幼儿园教师体检、 健康体
检、 个人体检等。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随
着本市森林防火期的临近， １０月
12日， 北京市应急局在中国消防
救援学院西峰山训练基地组织开
展秋季应急实训拉动演练。 中国
消防救援学院派出200余名专业
力量参加。

演练以假设昌平某山区发生
森林火灾， 并引发房屋烧毁、 金
属粉尘爆炸、 危化品泄漏等灾害
事故为基本场景， 模拟应对突发
事件处置活动。 演练划分五个阶

段， 突出初期事态研判、 第一时
间响应、 赶赴现场、 开设市级现
场指挥部、 协调区外救援力量等
八个方面内容， 历时180分钟。

据介绍， 演练突出了多灾情
景下的 “市级主导、 区为先锋”
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的要素设
计， 展示了市应急局联合工作部
快速响应、 市区联动、 专兼结合
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检验了应
急指挥机构与救援力量在突发事
件现场的通信保障模式， 实现了

应急指挥车卫星通信、 4G单兵、
无人机、 800兆电台等信息的实
时交互。

市应急局开展秋季实训拉动演练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0月13
日， 全国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
揭牌仪式在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
学举行， 密云区少年税校正式成
为第二批全国税收普法教育示范
基地。

2016年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
与司法部联合开展了全国税收普

法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活动， 先后
在全国命名了19个教育示范基
地， 其中北京市密云区少年税校
在今年成功入围并获此荣誉。

密云区少年税校始建于2005
年， 经过15年发展逐步覆盖全区
40余所小学，累计开课8000余节，
万余名学生受到税法宣传教育。

密云少年税校挂牌税收普法教育基地

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南院区开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020年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将
于10月15日至21日举行， 为期一
周。 记者13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
解到，2020年双创周北京分会场
将充分利用线上手段， 以北京分
会场网络平台为主体， 围绕创新
引领 、 复工复产 、 精准助力战
“疫”、 稳定就业、 需求对接等内
容，举办启动仪式、展览展示、专
题活动等系列重点活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北
京分会场形式更加新颖。 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首次采用全

线上展览展示，打造云上展厅，积
极探索云端推介，通过线上直播、
录播、 图文展示等多种形式广泛
推广活动。 开设 “双创数字档案
馆”专栏，系统收录本市历年双创
周影像图库、参展项目、工作总结
等。 同时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要
求， 将持续在网络平台更新双创
相关后续活动。

据了解， 六年来， 在双创周
活动的影响带动下， 北京创新创
业动力持续增强、 创新创业发展
深刻转变、 创新创业环境日益改
善。 2019年， 北京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132件 ， 较2015年水平
增长130%，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首位。 每日新设科技型企业数量
从2015年的110家增长至2019年
的250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从2015年的1.2万家增长至2019
年的2.5万家 。 独角兽企业数量
从2015年的40家增长至2019年的
93家。

“三城一区” 作为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主平台建设全面提速，
集聚了全市5成的科技型企业 ，
贡献了全市3成的生产总值、 6成
的科技成果奖项。 2019年， 北京

新经济实现增加值12765.8亿元，
较2016年增长57%， 占全市地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为 36.1% ， 较
2016年提升3.4个百分点 。 高技
术产业实现增加值8630.6亿元 ，
较2015年增长6%， 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24.4%， 较2015年提
升1.8个百分点 。 高技术服务业
成为全市服务业第一支柱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29%。 高技术服务引领全国， 收
入规模约占全国的 1/3。 此外 ，
截至2019年底， 北京汇聚了约20
万家创业服务企业 、 近2万天使

投资人、 670多家创投机构。
公众可通过三种方式进入北

京分会场网络平台。 即可以通过
国家云上活动周 （https://gongyi.
cctv.com/shuangchuang2020/） 点
击 “北京分会场” 进入。 可以通
过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
网站 （http://fgw.beijing.gov.cn/）
点击 “2020年全国双创周北京
分会场 ”专栏进入 。 可以直接
点 击 北京分会场网络平台网址
（http://fgw.beijing.gov.cn/fzggzl/
bjscz/）进入。 还可以扫描活动二
维码进入。

围绕创新引领、复工复产、精准助力战“疫”等举办系列活动

全国双创周北京分会场15日线上开启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的2020
年水污染防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北京市水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2019年评价为优秀和良好的
区由10个增加为14个， 评价为不
合格的区由2个下降为0个。

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管理处
处长韩永岐介绍， 全市共监测河

流99条段，湖泊22个、水库18座，
多年监测数据表明， 北京市水环
境质量不断改善，其中湖泊、水库
水质较好， 基本达到水环境功能
区要求。2020年1月-9月， Ⅰ-Ⅲ
类 水 质 河 长 占 监 测 总 长 度 的
59.8%，Ⅳ类、Ⅴ类水质河长占监
测总长度的37%， 较2015年分别
增加11.2个百分点和25.5个百分

点， 劣Ⅴ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
度的3.2%，较2015年下降36.7个百
分点，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目前 ，2019年水污染防治工
作评价结果已通报至各区 ，2019
年评价为优秀的是延庆、西城、怀
柔、朝阳区；评价为良好的是门头
沟、海淀、密云、石景山、大兴、东
城、丰台、昌平、通州、平谷区。

2019年本市水污染防治优良区增至14个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10月13
日， 北京市科委和通州区政府联
合发布了智慧交通领域应用场景
项目———城市副中心智慧交通综
合管理平台。平台将通过大数据、
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
术，及时发现占道施工、货车禁行
等违法行为，快速预警交通拥堵、
智能预判道路异常。

该应用场景项目围绕当前副
中心交通治理的难点问题， 联合
梳理了5个方向、11个场景需求，
围绕全域路网交通运行场景，通
过数据共享交换、 视频结构化算
法技术、视频分析技术、区块链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聚焦

交通治理中的痛点、难点。
据介绍， 该项目将建设基于

政务外网的交通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和集开发、配置、部署、管理、
监控、 安全于一体的数据交换全
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实现通州区
交通流约2000路视频数据的数据
汇聚。 这些交通视频数据资源汇
聚后，统一接入管理、使用、运维，
确保视频流全程安全和可追溯。

据介绍， 副中心将升级道路
基础交通设施， 实现视频信号全
覆盖，在此基础上，通过视频结构
化算法， 智能化识别和发现车辆
路侧停车、交通事故、占道施工行
为，提高交通事件处置效率。

通过该平台精准管控限行车
辆，有效调控市区行驶车辆数，提
高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效率。 通过
交通视频分析技术， 实现自动感
知和识别区内行驶的车辆， 应用
智能化设备提升交通治理能力。

此外， 还将通过大数据、 区
块链、 人工智能等技术， 深入开
展自动发现占道施工 、 路口死
锁、 货车禁行等造成道路拥堵、
影响交通运行的交通事件并进行
预警， 及时发现道路上各类异常
并快速处置。 在科学治理交通拥
堵、 智能预判道路异常， 快速预
警及 “非接触式” 执法等方面破
解交通治理难题。

城市副中心智慧交通综合管理平台发布
将运用大数据、AI等技术快速预警交通拥堵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3日，通
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所举行
“爱心传递 致敬英雄 ” 捐赠仪
式。 金警国际安保集团为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21名老英雄送来
了空气净化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为纪念颐和园建园270周年，颐和园管理处和文物出版社共同推出
《颐和园日历 2021 （长廊彩画）》。 该日历从1.4万幅长廊彩画中甄选了
332幅最为出色的包袱彩画，一天呈现一幅精美画面，一天讲述一个文
化故事，内容涵括了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卉翎毛、亭台楼榭等。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颐颐和和园园日日历历讲讲述述““长长廊廊故故事事””

致敬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