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日前 ，
由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和市
妇联共同主办的与幸福同行———
2020年寻找“首都最美家庭”活动
第三季度“首都最美家庭”榜单发
布，65户家庭榜上有名。

“首都最美家庭”评选中，围

绕践行垃圾分类、厉行勤俭节约、
创建美丽庭院的绿色环保最美家
庭占较大比重，达68%。主办方将
开展网络公示点赞， 邀请网友为
最美家庭点赞助力， 最终揭晓命
名“首都最美家庭”年度榜单和年
度“十大首都最美家庭”。

第三季度“首都最美家庭”榜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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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中国科
技馆“小鬼科学家”系列活动将重
新开放，该活动集游戏闯关、动手
制作、 科学实验等多种形式于一
体，包含宇宙、机械、体育、海洋等
多个主题。 记者15日从中国科技
馆获悉，“小鬼科学家”10月份将
为观众带来“小小宇航员成长记”
“我是小小机械师”“足球小将”三

大主题活动。
其中 “小小宇航员成长记”

活动将于10月17日和观众见面，
“我是小小机械师”活动将于10月
18日面向公众开放，“足球小将”
活动将于10月31日开展。 观众可
免费参加，中国科技馆将通过“掌
上科技馆” 微信公众号发布活动
预告，观众通过报名链接预约。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北京热力集团获悉， 近期集
团已陆续启动供热系统的灌水打
压工作， 提示居民注意张贴在小
区内的通知，家中留人观察，如出
现 跑 冒 滴 漏 等 情 况 及 时 拨 打
96069供热服务热线进行报修。

热力集团表示， 每年10月中

旬前后， 供热单位依据工作安排
对所管辖片区进行灌水打压试
验， 通过向供热管道灌水达到并
保持工作压力， 检查供热系统的
运行情况。灌水时，用户在家听到
水流入暖气的声音后， 应当注意
观察散热器、 管道接口处和管道
阀门处的情况， 查看是否有漏水

或渗水的现象。 如发现渗水或漏
水，应当立即用厚毛巾、抹布等物
品将漏点堵上，并及时报修。

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有轻微
的漏水也需要及时报修， 否则进
入供热季后系统压力增加， 容易
造成暖气设备爆裂， 发生伤人损
物的情况。

北京热力集团试水打压工作陆续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第三届
北京市扶贫协作论坛14日召开，
论坛发布了北京扶贫支援90个县
级地区的大调研阶段性成果 《减
贫调查———中国脱贫攻坚的北京
模式》 和首都智库扶贫信息服务
平台。

与会专家深入研讨了北京扶

贫支援工作中的创新做法， 包括
探索创新了“组团式”“互联网+”
等健康和教育扶贫模式， 极大提
升了受援地教育、医疗水平，有效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等。
目前，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北京市探索形成了以“五首五真”
为特点的北京扶贫支援做法。

“中国脱贫攻坚的北京模式”成果发布

中国科技馆“小鬼科学家”活动回归

本报讯 （记者 张晶）10月15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
布消息， 本市2020年积分落户申
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 申请人
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
看本人年度积分和排名。 按照每
年6000人规模并实行同分同落 ，
今年共有 6032人拟获得落户资
格，对应最低分值为97.13分。

即日起至10月22日， 积分落
户工作转入公示阶段， 相关人员
名单将在市政府门户网站 “首都
之窗” 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经
公示无异议的， 可在2020年10月
23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 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本市常住户口。

今年是本市新版积分落户政
策实施第一年， 从7月新政发布

至今， 共有122852人参与申报 ，
相关部门累计核查数据 76.6万
条、 接待咨询4.7万人次。

据介绍， 与往年仅公示总积
分相比， 今年还对各项指标积分
进行全公示， 即对2项基础指标
和7项导向指标积分均进行公示。
“首都之窗” 和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政府网站积分落户服务专

栏已发布 《关于2020年积分落户
公示及落户办理有关工作的通
告》。 在公示期间， 对公示人员
有异议的， 可向相关部门实名书
面反映， 经查证属实的， 取消其
落户资格， 对违反诚信申报的申
请人和用人单位， 将严肃追责，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进一步简化落户手续办理

流程， 今年将试行电子调函， 经
公示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 核
准通过后将直接发送电子调函，
申请人可自行打印调函前往公安
分局办理落户手续。

截至目前， 2018、 2019年取
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 12046人 ，
已落户11557人 ， 随迁子女8848
人， 共计落户20405人。

即日起在“首都之窗”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6032人拟获北京市2020年积分落户资格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白莹 ）
15日，由市发改委、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委会 、 海淀区政府主办的
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北京分会场启动。 北京分会
场以云平台为主体， 首次采用全
线上展览展示，打造“云上展厅”，
通过直播呈现多场重点活动，将
集中展示100余家创新创业典型
企业和项目。

北京分会场云平台 “云上展
厅”采用三维虚拟显示技术、多媒
体互动手段叠加图文、 音视频等
多种形式， 设置新基建新应用赋
能、科创中心创新引领、双创带动
就业升级、精准助力“战疫”四大
展厅。 参展项目覆盖了高精尖产
业，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领域以

及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等创新业
态。其中，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域26个、医药健康领域26个、人工
智能领域11个、 公共服务领域14
个。云上展厅设置“自由逛展”和
“一站直达”功能，支持观众分类
选择沉浸式或便捷式观展方式。

据了解 ，10月15日至21日期
间，北京分会场云平台“双创活动
直播” 专区聚焦 “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主题，通过直播、
录播等形式，集中、持续呈现2020
年“创响中国”海淀站等20余场线
上线下创新创业重点活动。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
京自2015年作为首届全国双创周
主会场以来， 每年举办双创周北
京会场活动，持续引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发展浪潮， 领航创新创
业新方向、探索创新创业新范式、
打造创新创业新生态。 以海淀区
为例， 作为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
地， 海淀围绕创新生态体系和新
型城市形态构建， 不断丰富完善
创新创业政策支持体系， 积极推
进政策先行先试， 为全国双创发
展提供了“海淀经验”。

当前，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活
动现场，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数
字经济引领发展行动计划（2020-
2022年）》。同时，中关村管委会联
合国开行北京分行、 中关村科技
融资担保公司，共同推出了“支持
中关村示范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资金合作计划”。

2020全国双创周北京分会场首次打造线上展厅

百余家创新创业企业和项目“云”聚会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15
日， 怀柔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
三届 “头雁” 论坛召开。 当天，
该区各镇乡街道相关负责人、 部
分村党组织书记、 农村发展领域
知名专家学者等围绕如何抓住百
年科学城建设契机实现乡村振
兴， 交流碰撞 “金点子”。

据了解， 论坛设置了科学城
统领融合、 集体经济、 乡村治理

三大模块， 安排了6名先进村党
组织书记介绍本村发展经验， 并
由市委组织部、 中国农业大学、
市农业农村局专家现场进行专业
点评。

当天， 怀柔区农村基层党组
织书记 “头雁” 工作室成立， 工
作室将通过结对帮扶， 为29个联
系指导村 “把脉支招” 经济发展
和村级治理。

怀柔“头雁”论坛研讨科学城腹地蓝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0月15
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举办2020年有奖发票第二期二次
开奖活动，7张中奖发票从待开奖
的5.3万张发票中现场随机抽取
诞生， 包括一等奖20万元1张，二
等奖10万元2张， 三等奖5万元4
张，奖金总额60万元。

据悉， 此次二次开奖的范围
为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9月30
日期间， 已登记参与二次开奖且
符合开奖条件的发票， 开奖结果
将在市税务局官网、“北京税务”

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等平台向
社会公开，还将通过北京市12366
纳税服务热线短信告知此次中奖
的7名消费者，确保中奖者顺利领
取奖金。

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负
责人表示，2020年是有奖发票试
点开展的第三年，今年以来，全市
已有50.9万人次 ，589.2万张发票
参与开奖， 产生中奖发票65.3万
张， 总开奖金额达到472.9万元。
有奖发票活动不仅在复产复工期
间有效调动了市民的消费积极

性，更为提振市场消费活力、促进
税收协同共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税务部门将继续扩大试点行业范
围，希望大家保管好手中的发票。

北京税务有奖发票20万大奖再度诞生

15日，记者从东城区“统计开
放日” 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
传日活动上了解到， 该区在地标
商场楼宇的LED户外大屏投放七
人普公益广告和宣传海报， 在辖
区主要交通干道、 醒目位置设置
硬质标语横幅， 并通过发送手机
短信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 发起
“相约七人普———万人助力 点亮
东城”线上宣传热潮。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人口普查宣传
掀热潮

本报讯 （记者 盛丽）10月14
日，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 市网信
办、 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北
京十月文学月启动。本届“北京十
月文学月”将持续至10月31日，共
分为核心活动、国际交流、大众活
动 、“文学+”、少儿文学 、网络文
学六大板块、百场活动。

本届 “北京十月文学月” 开
展线上线下联动。 文学月期间，
北京图书大厦等各大书城、 实体

书店将集中推出第五届 “北京十
月文学月” 主题书展等活动。 三
联韬奋书店等将开展阅读分享
会、 作家和读者见面会、 新书发
布会等活动。 西城区、 东城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通州
区、 顺义区、 房山区、 怀柔区、
昌平区还将以作家大讲堂、 文学
公开课、 读者沙龙、 诗歌诵读、
文学作品评比等多种形式开展文
学互动活动。

“北京十月文学月”将开展百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