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近
日， 怀柔区 “怀柔一家人、 共创
文明城 ”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启
动， 十大主题志愿服务将贯穿全
年。

据了解， 首场活动由怀柔区
委宣传部、 区文明办、 区工会、
团区委 、 区妇联等部门共同发
起， 600余名志愿者走上青春路、
迎宾路和开放路三条主干路， 擦

拭道路两侧公益广告 、 公共座
椅 、 宣传橱窗 ， 并捡拾沿路垃
圾。 值得一提的是， 当天的活动
也是怀柔区第33个爱国卫生月系
列活动内容之一。 4月份， 各单
位将依托爱国卫生工作网络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 策划开
展 “低碳环保践于行” 群众实践
活动、 “绿色家园齐守护” 共建
活动。

怀柔区启动创城十大主题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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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 回龙观街道日前启动
外籍人士新冠疫苗接种，18岁及
以上外籍人士自愿申请， 知情同
意，自担风险，可预约接种疫苗。

依据回龙观街道相关通知，
外籍人士需凭护照及有效停居留
证件、医保卡接种。根据接种工作
要求， 参加北京市社会保障医疗
保险的外籍人士， 现场出示本市
医保参保凭证后，即可免费接种。
未参加北京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
的外籍人士，需个人自费接种。

据了解， 目前在京外籍人士
接种新冠疫苗年龄要求为18岁及
以上， 接种中国产全病毒灭活疫
苗，全程需要接种2剂。有接种意

愿的外籍人士可关注所在机构和
社区通知，有序进行接种，在京工
作的外籍人士通过所在机构预
约，高校外籍师生通过学校预约，
其他在京外籍人士通过属地社区
预约。

接种前， 外籍人士需同步签
署知情同意书和免责承诺书，并
做好个人防护， 主动告知身体状
况， 由专业人员判定是否符合接
种条件。 疫苗接种完成后需在接
种点留观区观察30分钟， 无不适
症状后才可以离开接种点， 接种
当日注射部位保持干燥并注意个
人卫生， 如果出现持续发烧等现
象， 应及时就医并向接种单位报
告。

北京“健康宝”境外人士使用
版 （Health Kit）将于近期开通新
冠疫苗接种凭证下载打印功能。
接种完毕后， 外籍人士可在完成
第2剂接种后登录北京 “健康宝”
境外人士使用版自行下载打印接
种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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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党史学
习教育市委宣讲团报告会近日在
东城区举行。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
形式举办，东城区四套班子领导、
法检 “两长” 及全区党政机关干
部、社区党员代表近千人参加。

现场，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
讲团成员、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
务副主任杨胜群作宣讲报告。 宣
讲报告在参会干部群众中引发热
烈反响， 大家一致认为， 百年党
史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力量， 将
聚焦 “八个学中做”， 打造 “五
大课堂”， 用好 “党史e起学” 小
程序， 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 从
中汲取政治力量、 思想力量、 实
践力量， 汇聚成共同推进 “五个

东城” 建设的强大动力。
东城区委教工委书记刘藻表

示，东城区教育系统联系实际，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设计了“永远跟
党走”主题教育，倡导党员干部、
教职员工、 青少年学生同学新思
想、同讲主旋律、同唱一首歌、同
做引路人，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教
职员工、 青少年学生党史学习教
育全覆盖， 推进核心区教育高质
量发展。 环卫中心一所北京站分
队分队长梁丽琪表示， 将传承发
挥时传祥前辈爱岗敬业、 无私奉
献的环卫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奉献不求回报的
务实作风，为群众服好务。作为一
名首都社区民警， 东花市街道社

区民警王伟坦言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 并承诺，“作为一名首都社区
民警， 我将把知识和力量凝聚到
党在新形势下对公安工作的要求
上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力
维护首都社会安全稳定， 为庆祝
建党100周年贡献力量。”

报告会结束后， 大家来到北
京汇文中学， 实地探寻校园里的
红色印迹。 从教学楼东侧红色革
命史展板到西侧 “英雄班” 历史
展板， 从彭雪枫雕像到五四火炬
纪念碑……小小的校园化身成为
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堂， 让参
与活动的干部和群众师生代表能
够有机会近距离触摸历史， 回顾
峥嵘岁月。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城市绿心周边
3个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代可行
性研究报告）。记者了解到，这三
个项目为城市绿心S路、 潞河湾
街、张凤路。

据了解，城市绿心S路南起京
津公路，北至小圣庙街，全长约3
公里，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红

线宽35米。 潞河湾街西起东六环
西侧路 ，东至通怀路 ，全长约3.9
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红
线宽40米。张凤路南起京津公路，
北至潞河湾街， 全长约0.4公里，
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 红线宽
50米。 以上项目均将同步实施交
通、照明、绿化、雨水、污水、给水、
再生水等工程。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报告会走进东城

城市绿心周边3个道路工程项目获批复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4月6
日，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
所属轨道公司了解到， 2021年全
市在建地铁线路15条线 （段 ）、
在建里程291.3公里 ， 其中 ， 年
底计划开通7条线 （段）， 共54.5
公里。 今年是轨道交通建设通车
线路最多 ， 投资任务最重的一
年。 目前， 所有在建地铁均按照
工期节点目标稳步推进， 已完成
全年总投资的20.4%， 实现了一
季度 “开门红”， 推动首都轨道
交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 今年年底， 本市计
划开通地铁线路7条线 （段）， 包

括11号线西段、 17号线南段、 19
号线一期、 机场线西延、 8号线
三期剩余段、 14号线剩余段、 S1
线剩余段， 共54.5公里。

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年底计划开通的7条
线 （段）， 不仅有贯穿城市南北
的 “大动脉”， 也有打通既有轨
道路网断点的剩余段， 更有为冬
奥会服务的交通线。 目前， 土建
工程整体完成80%， 正在陆续从
土建施工转入轨道铺设及设备安
装阶段。 7条线路的开通 ， 将新
增轨道交通运营里程54.5公里 ，
届时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

达到781.5公里 ， 对完善首都交
通网络、 缓解交通拥堵起到重要
作用， 进一步满足市民对 “美好
出行的向往”， 为首都经济和社
会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为确保在建轨道交 通 线 路
顺利推进 ， 按计划实现年度工
作目标， 市区联动， 政企配合，
积极谋划， 多措并举，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等区按照 《2021
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计
划》 要求， 加快征地拆迁工作，
建设单位精心组织， 确保建设任
务平稳有序推进， 复工达产按期
实现。

据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为保障各条线路和工
程节点的顺利完成， 按照 “保疫
情防控、 保连续施工、 保复工复
产” 总体思路， 轨道交通建设项
目春节期间不停工标段达43个，
占所有开工标段近50%。 春节后
又积极组织复工复产， 通过包车
定点接送、 代购火车票等方式安
排施工人员返京工作。 截至3月
底 ， 地铁工程施工现场总人数
38507人， 其中管理人员7002人，
劳务人员31505人 ， 全市轨道交
通100个标段均已开工， 复工复
产率达到100%。 此外 ， 市区两

级行政主管部门针对疫情和节日
期间建筑材料供应不足、 渣土消
纳制约等问题， 联动协调， 及时
解决， 确保工程建筑材料供应正
常， 畅通了工程建设 “生命线”。

目前， 15条在建线路中 ， 3
号线一期、 12号线、 昌平线南延
一期及16号线南段正处于车站和
区间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 平谷
线 朝 阳 段 和 通 州 段实现进场 ；
28号线、 新机场线北延及13号线
扩能提升工程分别处于项目前期
或工程前期阶段。 各条线路正按
计划推进建设工作， 确保实现阶
段目标。

包括贯穿城市南北“大动脉”、服务冬奥会交通线等
本市今年将开通7条地铁线路

“回天”地区启动在京外籍人士疫苗接种

记者昨天在协和医院看到，
该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候诊室等
待就诊的患者很多。据医生介绍，
每年的3月底至4月中旬是春季花
粉高峰期， 变态反应科也迎来就
诊患者骤增。 患者一般提前一周
到两周采取戴口罩、 戴防护眼镜
等防护措施，并及时对症用药，可
以避免过敏症状急性发作。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花粉过敏
患者骤增

普普法法++执执法法倡倡导导文文明明游游园园
随着天气转暖，外出踏青游园的市民群众逐渐增多。针对踏青游园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东城区城管执法局与各公园管理部门、
街道办事处以“普法+执法”的方式，联合开展文明游园专项行动，进一
步提升文明游园秩序。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满清 摄影报道

(上接第１版)
举办 “颂歌献给党” 职工文

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组织职工传
唱经典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 《唱支山歌给党听 》；
开展职工音乐、 舞蹈、 书画、 摄
影、 征文等系列活动， 举办 “凝
心聚力跟党走———首都职工庆祝
建党100周年” 主题展。

开展 “首都职工心向党 同
心接力绣党旗” 活动。 深入工厂
企业、 行业单位、 街道社区、 革
命旧址等地点， 组织包括劳模工
匠在内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接力传
递绣党旗， 用一针一线绣出首都
劳动者爱党爱国情怀以及矢志不
渝听党话、 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开展 “我为职工办实事” 实
践活动。 把为职工办实事、 解难
事作为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内
容。 聚焦职工急难愁盼问题， 创
新工作举措， 推动工会维权向前
一步。 聚焦职工多样化需求， 通
过夯实服务阵地基础， 畅通诉求
倾听渠道 ， 开展普惠性服务项
目， 为职工提供技能助推、 互助
保障、 健康管理、 心理关爱、 文
化体育等精准服务， 推动工会服
务直达职工 。 聚焦困难职工 、
“三新” 领域职工、 劳模工匠等
群体， 开展常态化送温暖活动，
唱响 “四季歌 ” ， 打好 “五送
牌”， 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心坎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