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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边磊） 2021年
北京牡丹文化节近日在西山国家
森林公园拉开帷幕， 系列活动将
持续到5月底。 今年牡丹文化节7
大展区的展示面积达1900多亩，
展示品种达600多个。

据了解，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牡丹园的牡丹种植面积达47000
平米，栽植了来自于中原牡丹群、

西北牡丹群、 日本牡丹品种群共
160多个品种， 八大色系的牡丹
8000余株、芍药3000余株。在设计
上随山势起伏，与油松搭配，采取
自然台地式种植。 牡丹文化节期
间， 市民不仅可以欣赏西山国家
森林公园名花牡丹， 还可以在北
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开展红
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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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4月下
旬， 中国科技馆持续开展航天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 公众可以通过
掌上科技馆微信公众号持续关注
并参与。

据悉， 中国科技馆以多年来
形成的各类型品牌教育活动为平
台，在此期间集中开展包括“逐梦
九天 ”“未来科学节之火星嘉年
华” “奇迹天宫、荣耀见证”“初识
浩瀚太空，启迪童趣梦想” “太空

探索之创意航天作品”“平行宇宙
科幻主题展览” 等13项航天系列
主题活动。同时，结合“中科馆大
讲堂”“科学故事会” 等多年来深
受公众喜爱的品牌教育活动，中
国科技馆还将面向公众免费举办
《航天与生活》《“悦读星海———科
学故事读书会”》 等4项科普讲座
类活动， 为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
年构建与航天近距离接触交流的
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由朝阳区政府主办、朝阳区知
识产权局承办的2021年度朝阳区
国际知识产权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办。 会上，《2020年朝阳区知识产
权白皮书》发布。

根据白皮书，2020年，朝阳区
不仅取得商标申请量、 注册量等
领跑全市的优异成绩， 在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与服务
能力方面也显著增强。 截至2020

年底， 朝阳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67471件， 同比增长15.12%；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94.3件，较
全市平均水平高出24.71%。

活动当天， 北京朝阳国际科
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银
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
行4家金融机构签署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合作协议，
标志着朝阳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风险补偿机制正式运转。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记者昨
天从平谷区获悉，截至目前，平谷
全区18周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
种率达到80%， 累计接种人数超
过31.52万人。

为做好接种工作， 平谷区细
分出26个行业部门55类人群，区
委书记、区长常态调度，接种工作

专班每日通报，行业部门督促，属
地逐门逐户宣传。 为了方便群众
接种疫苗， 平谷区有针对性开设
疫苗接种专场、夜场，为山区（村）
和孤老残疾群众提供专车接送。
全区各乡镇、街道、社区、村和行
业管理部门细致梳理人数， 为接
种者提供便利条件和周到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市发改
委近日发布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
划2021年度工作要点。今年，本市
将加强六大重点行业监督管理。
对餐饮企业、外卖平台、商超等禁
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监督管理， 积极推进减量
替代、简化包装等鼓励措施。

据了解， 今年本市将指导部
分有条件的集贸市场率先实施塑
料购物袋集中购销。 针对全市快

递网点“瘦身胶带”、循环中转袋，
以及快递包装袋、 中转袋的使用
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研究电
商平台、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方案，
推广可循环包装， 引导包装减量
和重复使用。 督促宾馆落实不主
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要求， 指导落
实鼓励措施。 监督指导各类展览
展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鼓励
绿色办展。

将开展辖区内塑料购物袋、
塑料吸管、塑料餐具、宾馆酒店一
次性塑料制品等生产企业摸排，
动态建立生产企业台账。 还将四
类重点场所塑料污染治理落实情
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 评定复核
等工作。 修订完善河长制、“双段
长”制、街巷长制等方案意见，将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作为四类沿线
环境整治重要内容， 各领域年内
至少开展一次专项行动。

北京对六大重点行业塑料制品使用加强管理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感恩，
与爱同行”2021年北京家庭教育
主题培育实践日前启动， 现场发
布了20本感恩主题童书书单和10
本小学生红色阅读推荐书目。

《父母必读》杂志副主编、北
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刘
国平介绍， 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培育实践将通过绘
画作品、书单推荐等系列征集、举
行“童心向党”庆“六一”活动、编

写出版主题图书等形式多样的系
列活动， 推动感恩主题培育实践
贯穿全年， 在少年儿童心中厚植
“爱党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据了解，市妇联联合《父母必
读》 杂志社、 少年科学画报发起
“在阅读中学会感恩”主题图书征
集活动， 由专家评审出20本适合
0—12岁儿童阅读的感恩主题童
书 ，包括 《会飞的抱抱 》 《谢谢 ！
150种方式说“谢谢”》等，还有10

本小学生红色阅读推荐书目，包
括 《永远的英雄》《塞罕坝的树》
《百年家书》等，引导广大家庭和
儿童在阅读中知党史、感党恩，弘
扬优良家风，传承红色基因。

“感恩”主题培育实践系列征
集活动也在进行中， 包括面向京
津冀三地中小学生的 “丹青画卷
颂党史”主题绘画作品征集活动，
以及面向广大家庭的 “我想推荐
一本书”征集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州
区一家公司在发布招商广告过程
中利用受益者的名义作推荐和证
明， 没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等进
行提示警示， 被通州区市场监管
局依法处以20万元罚款。

近期，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接
到群众举报， 反映北京凯陈国际
商贸有限公司发布的投资招商广
告涉嫌违法， 区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大队当即组织开展调查。 执法
人员发现，2018年，北京凯陈国际
商贸有限公司建立微信群， 网友

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老会员推荐
等方式观看“创富人生”及“我为
美肤狂”栏目招商视频广告。广告
中不仅以“李艳红”“潘小凤”等受
益者名义进行推荐和证明， 还出
现了 “分享赚钱的无风险代理方
式”“让你零风险创业”等内容。

区市场监管局认为， 该公司
发布的招商广告对可能存在的风
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没有合理提
示或警示， 并利用受益者的名义
作推荐、证明招商广告，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通州一公司招商广告涉嫌违法被罚20万元

20本感恩主题童书书单和10本小学生红色阅读推荐书目发布

2021年北京家庭教育主题培育实践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26
日，“城市绿心文化节” 在通州区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拉开帷幕。据
悉，“城市绿心文化节”将围绕“五
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端午
节三大节日，以及生态文化、生活
文化、运动文化三大板块，推出10
大重点节庆活动、5项专业赛事活
动，一直持续至6月底。

据市园林绿化局工会主席、
二级巡视员侯雅芹介绍， 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将开展2021年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绿心公园花境设计
暨造园大赛、“绿心有我， 守绿护
绿”、园艺与生活科普宣传月等三
大生态文化主题活动。其中，绿心
公园花境设计暨造园大赛让广大
市民既可以近距离感受园艺工匠
高超技艺， 又可以欣赏多样化植
物造型美。“绿心有我，守绿护绿”
活动鼓励市民游客、家庭、企事业
单位通过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平
台或通州创森公众号报名参加树
木抚育，打造绿心树木抚育基地。

北投集团副总经理揭俊表
示，围绕城市绿心文化节，北投集
团将做好“吃、行、游、购、娱”等方
面工作， 并集中出台保障措施。
“五一”小长假期间，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将举办 “24节气美食周”，
提供以24节气为主打的节气食
品。 同时， 公园也在春季推出了
“最文化”“最幽静”“最园艺”“最
亲水”“最休闲” 等五条特色赏花
路线，确保市民拥有安心、舒心、
暖心的文化盛宴和游园体验。

“城市绿心文化节”开幕 将推出10大节庆活动

本市今年180条重要事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4月
26日， 记者从北京市委市政府京
津冀协同办了解到， 本市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2021年工作要点，
共安排部署了12大类70项180条
重要事项。

据了解， 2021年本市深化新
一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巩固一般制造业集中退出、 区域
性市场和物流中心疏解提升阶段
性成效， 引导利用一般制造业腾
退空间和土地发展高精尖产业项
目， 精准补建基本便民商业服务
网点， 实现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

能城市社区全覆盖。 加快推进北
京城市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等高
校新校区建设， 持续推进口腔医
院迁建、 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扩建等项目建设， 持续推动城市
功能调整优化。

高质量抓好 “三校一院” 交
钥匙项目建设， 预计年底前， 幼
儿园、 小学、 完全中学项目将实
现竣工， 医院项目将主体结构封
顶。 推进直连直通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 力争建成京雄高速北京段
市界至六环段。 推动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等资源向北三县延伸布

局， 支持安贞医院、 友谊医院等
与北三县医疗机构加强合作。 推
进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 京
唐城际铁路 （北京段） 等项目建
设 。 推进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
化、 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
持续推进与河北廊坊、 张家口、
唐山、 承德、 保定等重点地区医
疗卫生合作， 推进医学检验结果
互认、 医学影像资料共享， 逐步
扩大互认覆盖面， 加快推进京津
冀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普
通门 （急） 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定点扩面。

集贸市场将试点集中购销塑料袋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期， 本市临时标识电动自行车日
均置换数量已明显上升， 部分交
通支（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出现
群众排队等候情况， 为方便群众
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
交管部门在全市选取了71家电动
自行车销售门店设置便民服务
点，实现了一站式购车、登记及上
牌服务，方便市民就近登记上牌。

据了解， 本市领取临时标识
电动自行车数量在200万辆以上，

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
合各大电动自行车品牌发起了
“以旧换新”活动，目前已有近千
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参与置换
活动。 为方便群众办理电动自行
车注册登记业务，前期，交管部门
与行业协会合作， 在全市选取了
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设置便
民服务点， 群众在其他门店购买
的同一品牌合规电动自行车也可
在便民服务点办理注册登记。办
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 需现

场交验车辆，并提交登记申请表、
所有人身份证明、购车凭证、车辆
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材料。

本市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设便民服务点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在2020年度北京考古工作汇报会
暨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上，市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厦门
大学等四家高校签署了全面合作
框架协议，各方将在田野考古、科
技考古、公众考古、人才培养等方
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 共同打造
“北京考古基地+”模式。

本次会议共选取琉璃河遗址

考古项目、 大兴旧宫遗址考古发
掘项目、 路县故城城郊手工业区
考古项目、 路县故城城郊冶铸区
考古项目、金中都遗址考古项目、
平谷平安洞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等
六个考古项目， 以及两项科技考
古研究和一次国家文物局田野考
古训练班收获等九个汇报， 内容
覆盖主动性考古项目、 基本建设
考古项目、 科技考古研究和田野
考古学习收获。

市文物研究所与高校打造“考古基地+”模式

中国科技馆航天系列活动亮点纷呈

北京牡丹文化节开幕 设7大展区

朝阳区国际知识产权高峰论坛举办

平谷区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80%

便民商业服务将实现社区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