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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门头沟区获悉，日前，门头
沟全区41家部门和13个镇（街）启
动“局科长走流程”实践行动，全
力找出政务服务的痛点、 难点和
堵点问题， 进一步优化地区营商
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据了解，“局科长走流程”主

要采取三种形式： 走窗口、 走网
上、走基层。门头沟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项活动将保持常态化，结
合企业群众座谈、 咨询服务热线
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反
映的问题， 重点体验群众关切是
否得到解决。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
质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门头沟54家单位开展“局科长走流程”实践行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市教委获悉，主题为“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北京市第三届大
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我（我们）的
育人故事活动启动。 全市教师将
以讲好育人故事的方式， 迎接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根据安排，5至6月份为全市
基层讲述阶段，全市各高校、各区
将结合“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活
动“讲起来”的安排，普遍开展基
层讲述活动 。9月为市级展示阶

段， 北京市将在广泛开展讲述活
动的基础上，组建由10～15名大中
小幼各学段、 老中青各梯队优秀
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 结合庆
祝第37个教师节， 举办第三届北
京市大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我
（我们）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 中国人
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
记、常务副院长王易，北京市第八
中学校长王俊成， 昌平职业学校
校长段福生， 史家教育集团校长

王欢， 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育集
团教学园长赵秀敏等五位专家、
校长分别作为大中小幼各学段的
代表，讲述了他们的育人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4月28
日，北京银保监局举办“送清廉金
融文化进基层” 启动会暨2021年
第一期活动 ，通过 “线上+线下 ”
方式向北京银行部分高管及在京
支行主要负责人进行首场宣讲。

据了解， “送清廉金融文化
进基层” 活动计划面向北京辖内
4000余家中资银行基层支行 、
500余家中资保险公司支公司主
要负责人及关键岗位人员等， 分

板块开展案例分析及警示教育。
下一步， 北京银保监局将有序面
向辖内主要中资银行保险机构，
分板块开展 “送清廉金融文化进
基层” 系列活动， 并通过定期开
展线上知识答题等形式进一步巩
固活动成效； 将推动 “清廉金融
文化大讲堂” “清廉金融、 京彩
有我———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党委
书记 、 纪委书记谈清廉金融文
化” 主题征文等活动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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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欣）“春茶临
京城，都来品饮喽！”近日，第13届
中国（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
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 而随
着京城叫卖传承人的呦喝声，作
为本届北京茶博会的专场活动之
一的 “春茶临京城 邀你共品饮”
专场活动，也拉开了序幕。

据介绍， 专场活动设有 “讲
春茶 、 泡春茶 、 辨春茶 、 炒春
茶 、 颂春茶 、 赠春茶 ” 六个板

块 ， 展现了爱茶人最钟情的春
茶。 在现场， 主办方还特别邀请
了8位环卫工人的代表前来品茶。
他们中既有全国、 北京市级劳动
模范， 也有抗疫明星和志愿者。
主办方向他们赠送了茶品及书法
作品。 环卫工人孙波表示： “感
谢主办方的邀请， 让更多人得知
环卫工人的辛苦， 城市的清洁不
仅需要环卫工人， 更需要每一个
人的共同努力。”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京
铁路电气化学校联合中国铁道博
物馆等单位近日举行纪念詹天佑
先生诞辰160周年暨校企合作签
约仪式， 现场与多家单位签约，
共同培养高技能人才。 詹天佑铜
像在该校天佑广场同期落成。

当天， 该校分别与数家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 其中与新道科技
公司共建双创教育学院， 让双创

实践融入学生学习全过程； 与中
车集团南口机车厂共建大师工作
室， 开展五年一贯制高职试点，
增强为铁路企业和首都轨道交通
事业的人才供给能力； 与科大讯
飞集团共建智慧城市工程师学
院， 让高铁插上智慧的翅膀； 与
世纪超星集团共建 “天佑书院”；
与商鲲教育集团共建校企培训基
地， 做强做大职业培训。

本报讯（记者 张晶）近日，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教
委、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简化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
手续优化就业服务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率先取消本市用人
单位录用高校毕业生的入职重复
体检。 毕业生持就业协议书即可
办理就业手续， 为毕业生营造更
加便利、和谐的就业环境。

《通知》 明确， 各高校一律
取消毕业体检环节， 包括毕业生
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无需重复体
检。 用人单位常规入职体检须在
本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登记开展

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 （见 “北京
体检网”） 进行， 以建议项目为
主。 常规入职体检结果有效期为
六个月， 在有效期内， 各用人单
位可互认共享体检结果。 除特定
项目外，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
者重复体检。 这一举措， 同样适
用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留学归
国人员、 港澳台青年及其他劳动
者， 将为求职者节省大量体检时
间与精力， 减轻经济负担。

据悉， 《通知》 还进一步简
化了就业报到手续， 明确非公单
位接收北京生源毕业生， 取消由
本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在就

业协议书上签章的环节。 学校依
据就业协议书信息为毕业生办理
就业手续。 本市人力资源公共服
务机构不得以无报到证拒收毕业
生档案， 通过教育、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 公安等部门信息比对，
实现对应届毕业生身份的认定。

此外，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和教育部门推出的 “北京毕业生
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和 “北京高
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两个服务
平台也将共同发力， 为用人单位
和毕业生搭建对接通道， 确保校
内校外服务无缝衔接， 线上线下
服务不断线。

本报讯（记者 孙艳）昨天，记
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市
区两级生态环境、公安、水务等部
门联合属地政府， 已启动为期一
周的大清河流域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集中在房山区韩村河、长沟、
窦店、 琉璃河、 城关和丰台区王
佐、长辛店等街道（乡镇）开展。

行动首日， 执法人员共巡河

20公里， 检查点位36个。 发现涉
水环境问题16起， 主要集中于河
道管护不及时、 农村生活污水直
排、 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废品回收单位涉嫌利用渗坑排放
污水等问题。 此外， 针对无人机
巡查发现的京冀交界处4起大面
积砂石料堆未苫盖问题， 及时启
动了京冀联合执法机制， 联合涿

州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了现场执
法， 并由涿州市生态环境局进一
步处理。

下一步， 联合执法组将继续
深入开展大清河流域专项执法，
依法查处各类水环境违法行为，
帮扶属地政府提升水环境管理水
平， 推进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

本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大清河流域专项执法

全市教师开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故事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京津冀三省市区域交通一体化统
筹协调小组第6次联席会议领导
小组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会上签
订了京冀姚家园路东延和神威北
大街，石小路和安石路2份跨界道
路接线协议， 以及津冀密涿京沪
高速联络线接线协议， 进一步提
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
平。

目前， 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大。其中，高速
公路方面，2020年6月签订了唐廊
高速津冀段接线协议， 为实现首
都地区环线高速全线绕出北京又
迈进一步。普通公路方面，连接北
京大兴和河北廊坊的G105已建

成通车， 未来往返大兴国际机场
将又增加一条便捷的通道。 连接
天津武清与通州的通清路目前正
加紧推进征拆工作， 争取早日实
现贯通。

今年， 北京交通将以雄安新
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重
点，着力做好冬奥会交通保障，努
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
济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方面， 加快推进京雄高速
北京段项目、智慧公路试点建设，
加强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高速公
路快捷联系； 继续推进东六环改
造、京哈高速拓宽改造工程，进一
步提升中心城区至城市副中心的

交通服务保障；实现北运河（通州
段）全线游船通航。

在保障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
方面， 将全力做好赛时运行保障
车辆筹措、交通组织方案、交通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等重要环节保障
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
进北京赛区临时交通场站建设及
赛时运行保障。

今年 ， 将加快G109新线高
速、 大兴机场北线西延段、 通清
路、良常路南延、西太路等项目建
设，力争实现承平高速开工，加快
推进靠烟路、 厂通路等项目前期
工作，提高干线公路服务能力。此
外， 协调推动首都地区环线高速
全线绕出北京市域。

本市率先取消高校毕业生入职重复体检

北京启动“送清廉金融文化进基层”活动

北京茶博会春茶品饮活动在京举办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与多家企业签约合作育才

京津冀多条跨界道路将连通

4月28日， 在门头沟区清水
镇文化活动中心， 北京市政路桥
总承包二部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项目部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
党建研究专家黄苇町教授为大家
进行专题授课， 将党史教育带入
北京最远项目部。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北京最远项目部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4月
28日 ， 北京消费季之 “悦 ” 时
光· “漫” 顺义消费季活动在北
京华联顺义金街购物中心启动。

据了解， 此次顺义汽车4S店
销售联盟通过顺义区城市消费运
营平台 “顺品汇” 为市民发放的
购车直降大礼包， 包含千万购车
直降补贴券和多重钜惠汽车周边
礼包， 可在顺义汽车4S店销售联

盟37家顺义区汽车经销企业使
用 。 此次购车直降大礼包采取
“先用先得” 的方式进行发放。

除了发放汽车券外 ， 临近
“五一”， 顺义区还联动区内特色
文旅景区、 多个重点商圈丰富文
娱资源 ， 从吃 、 住 、 行到游 、
购 、 娱为消费者打造了内容精
彩、 形式新颖的沉浸式节日消费
体验。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4月
28日 ， 以 “欢乐通州·欢乐购 ”
为主题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消费季
活动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拉
开序幕。 消费季启动后， 将贯穿
“五一”、 端午、 七夕、 暑期、 开
学季、 中秋、 国庆等多个节点，
围绕美食、 美景、 购物、 娱乐、
文创、 教育等领域， 开展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多场景、 多层次、
多主题消费活动。

“在消费季活动期间， 通州
区将重点依托 ‘新场景’ ‘新趋

势’ ‘新能级’ ‘新势力’ ‘新
体验’5大板块， 联合全区重点商
圈、商业街区、企业商户，打造从
吃、住、行到游、购、娱全方位结合
的系列促消费活动。”通州区副区
长董明慧表示， 通州区下一步将
加快建设高品质商圈， 加速构建
数字化、 体验型、 互动式的消费
新业态 ， 打造夜间经济 2.0版 ，
多方面培育 “深夜食堂” 等特色
餐饮街区， 结合 “五一”、 暑期、
“十一” 等节日节点， 打造丰富
夜间促消费活动。

“悦”时光·“漫”顺义消费季启幕

城市副中心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