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0月
20日，以“绿色发展、产城共融，建
设魅力副中心”为主题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 （2020）”
开幕。来自国家级研究机构、国内
著名高校、 知名企业代表齐聚通
州，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形
式，介绍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格
局、 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的
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 为城市副
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一年来， 副中心将绿色发展
理念作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大力推进新科
技、新技术的应用，打造绿色建筑
和绿色工地； 以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为契机，大力开展绿化建设，使
一系列公园绿地投入运营； 并加
快引进落地绿色低碳环保的高精
尖产业项目。目前，副中心森林覆
盖率达到33%， 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40项指标实现全达标。

期间，院士学者全方位、多角
度为副中心绿色发展建言献策，
提出 “无废城市”“绿色建筑”“绿
色智能城市”等多项特色理念。此
外，本次论坛对“北京城市副中心
绿色发展咨询委员会”进行扩容，
新吸收9名建筑设计、 经济产业、
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为
成员，致力于“打造一支与副中心
规划建设进程长期互动合作的强
大的专家学者 ‘后援团’”。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019
年到2020年， 北京市政府开展重
点民生实事工程，建立100个社区
心理服务站点， 并计划至2022年
底前将建成300个。”近日，北京市
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会长张青之
在 “2020抗疫心理行动暨社会心
理服务高峰论坛”上介绍。

据了解 ，2018年国家卫健委
的数据显示， 我国心理治疗师数

量仅20000余人，每年精神疾病就
诊量约为1.3亿多人次，压力非常
巨大。为补足人才短板，本市多措
并举加强队伍建设。2017年开始，
北京市社工委将社会心理服务人
才培养纳入工作规划， 与社会治
理创新同步部署。在丰台、海淀区
开展试点社区心理指导人才培养
工作，连续三年培养160多名初级
社会心理指导师员。

本市2022年社区心理服务站将达3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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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朝阳区委社工委区民政局获
悉，2020年朝阳区“一键呼”智慧
养老服务进一步“扩面”，服务对
象由80岁以上高龄老人扩展到60
岁以上失能、失智、失独、独居老
年人，以及所有残疾人群体。

“一键呼”智慧养老服务是采
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在老人

家中安装智能服务终端， 实现应
急救助、 健康管理和居家养老服
务“一键呼叫”，连通老年人和999
急救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
老照料中心（驿站），为老年人提
供各类居家服务。此外，“一键呼”
设备与就近养老中心、 养老服务
驿站对接， 可以将各类便民养老
服务第一时间送到老人家中。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昨
天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本市出台《北京市乡村振兴
协理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明确乡村振兴协理员
“进、管、用、出”等方面工作，进一
步规范乡村振兴协理员管理。

乡村振兴协理员是指通过本
市公开招聘到农村从事支农工
作， 并在岗服务的应届高校毕业
生，主要从事加强农村党建、发展
特色产业、建设美丽乡村、提升治
理水平等工作。

《办法》明确，高校毕业生经
过公开招聘， 成为乡村振兴协理
员后， 将与所在乡镇签订劳动合
同，合同期为5年。任满1个合同期
且考核合格的，颁发《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服务证书》，享受国家
及本市相关优惠政策。同时，乡村
振兴协理员还享受“五险一金”和
一次性安家费， 参加重大疾病和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合同期满的乡村振兴协理
员，在村表现优秀的，可选择扎根
农村基层，根据双方意愿，按规定

程序续聘，如果当选了村“两委”
班子成员， 还可以将合同期延长
至村“两委”任期届满。

此外， 乡村振兴协理员还可
以选择多渠道差异化流动发展，
对于合同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可
以定向考录公务员， 也可参加事
业单位专项招聘。另外，本市还鼓
励企业吸纳乡村振兴协理员，支
持他们创新创业和灵活就业。如
果乡村振兴协理员选择考研，本
市将落实考研加分政策， 支持他
们继续学习深造。

乡村振兴协理员合同期满可定向考录公务员

记者昨天在北京稻香村第三营业部看到，寿桃、重阳花糕引起不少
来往顾客关注。据介绍，今年北京稻香村特意恢复销售寿桃的传统，与
御茶膳房联合推出手工定制款寿桃礼盒。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寿寿桃桃花花糕糕走走俏俏重重阳阳节节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0月
16日至18日， 由北京市扶贫支援
办、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主办的
“2020年京蒙消费扶贫北京集采
推介会 ” 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
办。 本次推介会共达成76.2亿元
农畜产品采购协议。

本次推介会采取线上线下同
步、 订单签约与现场购买相结合

方式向首都社会各界推介自治区
特色扶贫产品。 8个盟市在全国
农业展览馆3号馆建立产品展区，
31个国贫旗县、 13个区贫旗县的
167家企业携 855种扶贫产品参
展。 在主题日活动期间， 8个盟
市累计签订协议18.42亿元 ； 通
过直播带货、 现场购买等方式销
售扶贫产品41万元。

专家学者为副中心绿色发展建言献策

京蒙消费扶贫推介会签采购协议7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通讯员
江宇） 10月20日， 北京建工路桥
集团生态事业部挂牌成立。 新成
立的生态事业部将集中力量深耕
北京在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周
边城区进行生态建设、景观提升，
继而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为
冬奥会、 雄安新区建设及北京周
边城市进行环境治理服务。

据介绍， 未来生态事业部还
将在生态产业互联网方向尝试突
破。结合具体工程实施场景，应用
物联网和数字化新技术，以“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
逐步实现精准园林、AI高清智慧
工地打造和物联网物资管理等数
字产品和增值数字化经济。

建工路桥集团将深耕生态项目工程

朝阳“一键呼”服务扩至60岁以上独居老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由《讽刺与幽默》报社主办的
“人民VR+” 启动研讨会在京召
开，推出“人民VR+党建”内容。

《讽刺与幽默》报社总经理岳
增敏介绍， 在全媒体融合发展的
大背景下，5G技术的普及促进了
媒体深度融合 。 据了解 ，“人民
VR+”是一款轻量化的可穿戴产

品，重量只有100克左右。通过头
部设备、手柄和手势相结合，以更
加立体、沉浸、亲临感、主视角的
体验方式，呈现党建团建、扶贫攻
坚、 一带一路等学习内容。 据了
解 ，后续还将推出 “人民VR+文
旅”“人民VR+科教”“人民VR+
健康 ”“人民VR+金融 ” “人民
VR+会展” 等一系列产品。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2020）”开幕

本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协理员规范管理

疾控中心：海淘代购境外商品要为外包装消毒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当前

全球疫情仍处于持续蔓延的大流
行状态，外防输入是重中之重。 ”
10月20日，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170场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市民在海淘、 代购境
外国家或地区商品包括购买境外
冷冻食品时， 要关注海关食品检
疫信息， 做好外包装消毒。

19日0时至24时， 本市新增1
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某女， 27岁， 新疆籍， 在约旦留
学。 经专家组会诊为确诊病例，
已对该病例居住的隔离观察酒店
环境进行消毒。

庞星火表示， 市民朋友请继

续做到非必要不出境、 不去有疫
情的国家或地区。 海淘、 代购境
外国家或地区商品包括购买境外
冷冻食品， 要关注海关食品检疫
信息 ， 注意饮食卫生 ， 生熟分
开、 煮熟煮透确保食品安全， 厨
房要保持通风。

“人民VR+”打造沉浸式党课学习场景

将打造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发声平台等四大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2020金

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21日至23
日在京举行， 致力于打造中国参
与全球金融治理发声平台、 金融
业国际深度交流合作平台、 金融
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平台和国家
级金融政策权威发布平台四大平
台。 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

创办于 2012年的金融街论
坛， 在国内外金融界享有较高声
誉，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

向标”之一，今年金融街论坛成为
继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
关村论坛后的北京服务国家战略
的国家级重点活动。 本届论坛主
题为 “全球变局下的金融合作与
变革”。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
人民银行、新华通讯社、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
局共同主办。 大会将举行开闭幕
式、全体大会、平行论坛、闭门会
议、专场活动和成果发布等活动。

其中，论坛设置了“金融合作与变
革”“金融服务与发展”“金融开放
与市场”“金融科技与创新”4个板
块近30场议题。

本届论坛将有近300名重量
级嘉宾出席， 现场嘉宾规模预计
1500人次， 嘉宾邀请规格、 规模
和境外嘉宾数量达历届之最。 活
动将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
式， 境外嘉宾主要通过连线或录
播方式参与， 全球观众可观看中
英文直播。

金融街论坛年会21日开幕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北京市
司法局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称，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将于10月31日开考。 北京
考区客观题考试共46651人报名，
创历史新高。

据悉，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分为客观题考试和
主观题考试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客观题考试于10月31日、11月1日
分两批次进行， 第二阶段主观题
考试于11月28日进行。

北京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北京考区客观题考试报名人
数今年又创历史新高，共计46651
人，比2019年增加了7488人，增长
了19.12%。 第一阶段客观题考试
设置普通考点42个， 考点学校分
布在东城 、西城 、朝阳 、海淀 、丰
台、石景山、房山、通州、昌平、大
兴和亦庄经济开发区。

据介绍， 市委市政府做出了
为应试人员免费进行核酸检测的
决定。应试人员可以在指定时间，

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到指定检
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同时， 根据每个考点的实际
情况， 北京考区指导各考点制定
了“一校一策”的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通过规划进出场线路、张贴路
线指引、加强人员引导、划定活动
区域等措施， 对应试人员实行闭
环管理。 各考点考务工作所需的
口罩、手套、消毒液、水银体温计、
手持式体温检测仪、 手消毒剂和
消毒湿巾等物品全部配备到位。

2020年司法考试将于10月31日开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