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青年汇为留京青年送文化“年味儿”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活动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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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测尽测 灵活应变

大兴机场临空区将建基因中心和精准医学中心

新华社电 为了利用好北京
冬奥会前最后一个雪季， 进一步
发现问题、 积累经验， 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测试活动即将于2
月开始， 届时将邀请部分国内运
动员和国内技术官员参与配合测
试工作， 从疫情防控和简化办赛
入手， 落实好 “简约、 安全、 精
彩” 的办赛要求。

去年11月， 由于疫情的发展
和国际旅行的限制， 北京冬奥组
委、 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 、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反复
沟通协商， 最终决定取消了原定
在2020-2021赛季举行的所有列
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赛
的国际比赛。

与此同时， 相关各方也初步

达成一致， 原则上同意将于2021
年10-12月举办10项测试赛。 届
时将进行全要素赛事测试， 邀请
国际奥委会、 国际残奥委会和相
关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代
表 、 国际技术官员 、 各国 （地
区） 运动员、 电视转播和计时计
分团队参加。 另外， 还将安排3
个国际训练周 ， 邀请各国 （地
区） 参赛队前来适应场地。 但是
这些安排还要视届时疫情的发展
情况， 由相关各方在活动之前三
个月进行评估后最终确定。

由于2021年10-12月距离北
京冬奥会已经很接近， 为了更加
充分地发现问题、 积累经验， 同
时冬季运动又有季节性的特点，
为了利用好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

个雪季， 北京冬奥组委计划在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竞赛场馆举
办一系列测试活动， 对场地、 器
材、 设施、 能源、 交通等硬件进
行必要的试运行， 同时对场馆团
队进行磨合， 对指挥体系、 赛事
组织、 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进行
演练。

根据安排， 雪上项目和滑行
项目的测试活动计划在2月中下
旬举行， 冰上项目的测试活动计
划在4月上旬举行， 届时将邀请
部分国内运动员和国内技术官员
参与配合测试工作， 部分国际专
家将观摩测试活动， 统筹疫情防
控和测试活动安全， 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流动， 降低疫情风险。

按照与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

心和中残联体育部协商的情况，
2月共将举行包括冬残奥项目在
内的20项测试活动。 这些测试活
动列入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
事。

对于4月冰上项目的测试活
动， 竞赛组织方面的有关原则与
2月测试活动保持一致， 具体形
式和内容各方正在抓紧协商中。
另外， 还计划于今年下半年举行
冰球和冰壶的国内测试活动， 具
体事宜正在与相关国际冬季单项
体育联合会和国内单项体育协会
进一步协商。

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 从竞赛安排 上
来说 ， 这么多赛事同时举办 ，
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对冬奥会

冬残奥会竞赛组织工作最好的预
演。

从运行压力来说， 2月的测
试活动， 张家口和延庆赛区， 10
天之内要完成17项冬奥赛事、 3
项残奥赛事。 2赛区6场馆3个测
试赛场馆运行团队将投入场馆运
行工作。 4月的测试活动 ， 北京
赛区的所有竞赛场馆也要逐一
登场 。 短时间内大范围 、 高标
准、 严要求地完成这些任务， 整
体运行压力更类似奥运赛时实
战。

据了解， 本次测试活动虽然
参赛规模压缩 ， 但比赛场地不
减、 防疫要求不减、 运行要求不
减。 要应测尽测、 能测尽测， 最
大限度完成测试任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春节
期间， 在保障供给稳消费方面，
市级增加蔬菜、 冻鸡肉、 速冻食
品、 方便面政府储备， 向市场投
放1000吨冻猪肉和 800吨鸡蛋 ，
加大节日供给。

按照政府与企业共担的原
则 ， 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补
贴， 从2月2日至3月3日， 本市新
发地等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 免
收商户和司机蔬菜入场交易费
用 。 连锁超市等加大蔬菜采购
量， 确保8种大路菜不涨价。

连锁超市、 便利店、 生鲜电
商等丰富年货供应。 物美备足进
京货源， 便利蜂上线地方特色小
份碗装菜， 盒马水产、 牛羊肉等
国产商品供应增加20%， 每日优
鲜酒水饮料、 粮油速食等商品供
应提升至平日 2倍以上 。 全市
2066家规模以上餐饮企业100%
正常营业， 满足假日餐饮消费需
求。 物流企业开启“春节不打烊”
模式， 确保线上消费按时达。 顺
丰、中国邮政春节不停运，京东、
苏宁提供日常无差别物流配送服
务，当好“团圆传送带”。

同时， 激励在岗保服务。 商
业企业通过餐超合作、 暖心红包
鼓励等多重方式， 保障员工在岗
率， 全市主要连锁超市职工在岗
率超过 90% 。 全市最大 “菜篮
子” “果盘子” 新发地批发市场
正常营业 ， 超过 80%的商户留
京。 26家家政企业联合保供， 约
5万名家政员工错峰返乡。

节日期间， 全市还推出专场
招聘会、 发放过节礼包、 设置爱
心饺子屋、 送新春祝福等多项保
障措施， 确保留京过年人员留得
住、 过好年。

本报讯（记者 孙艳）日前，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大
兴） 管委会与华大集团正式签署
入区协议， 将于今年内开工建设
华大北京国际创新中心， 包括基
因中心和精准医学中心，预计3年
内建成。中心除医疗服务、试剂研
发等业务外， 还将发挥产业孵化
器的功能， 培育一批高科技创业
企业。 预计至2030年， 有望聚集
100家基因产业创业机构，吸引超
过1000位生命科技顶级人才。

据了解， 华大集团以 “产学
研” 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已在全
球建有100多个分支机构。 此次
签署协议后， 将在大兴机场临空
区构建基因领域 “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产品应用” 的科技创新

产业链， 进一步助推临空区生命
健康产业发展， 建设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生命健康产业高地， 为国
家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大兴机场临空区 （大兴） 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命健康
产业作为临空区 “1+2+2” 产业
高发展体系中的引领产业， 将依
托区域已有的产业基础， 结合临
空区的区位优势和 “两区” 建设
的政策优势， 探索出一条发展新
路径。 按照大兴机场临空区 （大
兴） 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国
际生命健康产业园位于大兴机场
临空区大兴部分规划面积约50平
方公里范围内， 由临空国际医疗
服务区、 生物医药和高端器械研
发制造区、 国际生物医药口岸三

部分组成 ， 未来将覆盖医疗服
务、 医学研究和医药产业三大医
学领域。

记者获悉， 大兴机场临空区
生命健康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已
经成立， 将通过定期召开专题分
享会的形式， 聚焦生命健康科技
前沿和发展热点， 为临空区生命
健康产业发展支招。

春节本市投放千吨冻猪肉和800吨鸡蛋保供给

本报讯（记者 盛丽） 近日，北
京银保监局、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个人经营
性贷款管理 防范信贷资金违规
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要求银行加强
对第三方机构合作贷款业务的合
规管理力度， 如审核发现为借款
人违规获得个人经营性贷款提供
“过桥”资金、以“空壳公司”包装
借款人资质等行为的中介机构，
应立刻终止业务合作， 并将相关
线索上报监管部门。

《通知》要求银行有针对性地
加强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全流程
管理。严格实施贷前调查。加强客
户资质和信用状况审核， 关注客
户获得经营性贷款借款人资格的
时间， 审慎发放仅以企业实际控
制人身份申请的个人经营性贷
款。关注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必
要时要求借款人提供纳税信息，
不得简单以抵押物价值评估代替
借款人收入审查。 审慎向近期申
请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或购买住
房的客户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

科学合理设定授信期限、 额度及
还款方式。切实加强支付管理。严
格执行受托支付制度， 对借款人
受托支付对象的资质和背景情况
予以关注， 防止信贷资金转入与
借款人经营活动无关的账户。 尽
职落实贷后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
跟踪贷款资金使用情况， 及时关
注借款人经营及变化情况。 出现
借款人退出公司经营， 或以转让
股权等方式失去对公司实际控制
权等情况时， 应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确保贷款资金安全。

严格实施贷前调查

北京加强对第三方机构合作贷款业务合规管理力度

新春佳节期间， 东城区景山街道团工委响应 “就地过年” 倡议，
精心准备了节庆活动， 与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团员青年志愿者一起热
闹欢喜过大年。 图为5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办事处礼堂开展多肉植物种
植活动。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齐欣 摄影报道

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一起过大年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回龙
观中心社区青年汇日前举行 “心
连心过大年让春节更有 ‘味 ’”
主题活动， 为辖区内留京青年群
体送去人文关怀， 让所有留京青
年朋友一起感受别样的 “年味
儿”。

活动邀请到非遗技能传承老
师介绍非遗项目中国剪纸的历
史、 艺术特点和手艺的传承， 让
留京青年对非遗项目有了更深入
了解， 随后带领大家现场动手剪
窗花、 写福字和春联。 活动在社
工和志愿者的支持下全程在抖音
等平台同步直播， 现场和线上的

青年朋友积极参与互动， 共同表
达对新春的美好祝愿， 线上部分
获得2.3万人次点赞。

据悉， 春节期间， 全市社区
青年汇围绕防疫、 留京过年等重
点工作 ， 开展了 “民俗迎新春
云端传雅韵” 系列活动、 京城十
二时辰系列 “跑向团圆 运动一
起来” 活动、 “云聚汇， 品家乡
菜 ” 活动 、 “在京一起过大年
春联窗花送祝福” 活动、 “云端
话新春 一起来分享” 约350场服
务活动， 让广大立足岗位为城市
平稳运行做出贡献的留京青年感
受团组织的温暖和陪伴。

本市今年将积极稳妥筹办北京马拉松等重点赛事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北京

市体育局获悉， 北京市今年将加
强形势研判和防控保障， 积极稳
妥筹办北京马拉松等重点赛事，
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据了解， 北京市今年将持续
推动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升级。
配合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系
列测试活动的筹办。 做好亚洲杯
足球赛北京赛区的筹办工作， 加
快推进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改造。

优化体育赛事信息管理系统功
能， 探索不同赛事的监管方式，
提升服务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推
荐裁判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赛
事， 进一步提升裁判员队伍的整
体水平。

据悉， 去年由于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 原本计划于北京
举办的包括中国网球公开赛、 北
京马拉松等在内的一批高水平重
点赛事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