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刷墙面 、 安装无障碍扶
手、 修建党建文化墙……伴随着
一系列为民服务措施的逐一落
地， 顺义区胜利街道建新北区第
二社区从原来设施陈旧的老旧小
区， 变身成为一座花园式宜居社
区， 老百姓无一不拍手称赞。

据了解， 胜利街道建新北区
第二社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城区
中心地带， 建成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 是顺义区最早建设的居民住
宅小区之一， 因为物业缺失， 许
多设施都陈旧老化， 不但影响市
容市貌更具有安全隐患。

“2020年6月， 胜利街道建
北二社区在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

持下， 以文明城区创建为契机，
对社区环境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
升级改造。” 据该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 如今改造后的社区环境
面貌大为改观， 昔日的老旧小区
变身为和谐宜居的花园式社区。

据统计， 社区改造过程中累
计粉刷楼道墙面2200平方米，安
装无障碍扶手72根，修整地面336
平方米， 安装新晾衣杆442根，施
画车位线362个，斑秃补绿3200平
方米，修建党建文化墙、养生文化
墙580余平方米、补装休闲座椅12
个、建立健身文化园一个、正在建
设的医养结合式老年驿站将于
2021年底开业运营。

顺义一老旧小区变身花园社区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闫兆松

近日， 由民政部、 国务院国
资委共同指导， 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 中国建筑一局 （集
团） 有限公司承办， 中建一局总
承包公司协办的 “建证百年、 同
心筑梦” 2021年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 “百场宣讲进工地”
活动 （第十七场）， 走进中建一
局总承包公司山西分公司太原邮
件处理中心项目。

活动上，志愿者们宣读了“践
行社会责任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
书， 志愿者代表郭家宁系统地宣
讲了亲情沟通的技巧和方法。 工
友代表李美一宣读 “我是法定监

护人”承诺书，承诺要当好法定监
护人的角色， 尽好法定监护人的
职责。 随后开展了留守儿童健康
成长座谈交流会，与会领导以及
项目部管理人员与工友们亲切
交谈， 为工友们在培养孩子和与
孩子相处方面出谋划策。

现场活动中还收到了远方留
守儿童发来的视频， 视频中留守
儿童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 提醒
父母注意安全， 并告诉父母新学
期要好好学习。 看到孩子发来的
视频， 工友们倍感欣慰， 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将安全纪律牢记
于心。

9月12日， 记者获悉， 今年7
月， 商务部确定上海、 北京、 广
州、 天津、 重庆入围首批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名单， 率先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 最新统计显示， 自今年1月
以来， 北京国资公司所属再担保
公司及其旗下国华担保已为首都
消费领域430户小微企业提供融
资担保 16.3亿元 ， 涵盖网红打
卡、 沉浸式体验、 新型餐饮、 都
市配送、 电商等多个行业。 金融
活水的 “精准滴灌”， 助力中小
微企业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 咖啡成为 “90后 ”
“00后 ” 都市生活节奏的 “音

符 ”， 形成了庞大的消费群体 ，
国内咖啡市场持续高速增长。 今
年， 某家咖啡企业在新品上市方
面遇到资金困难， 向北京再担保
提出融资申请。 再担保联合北京
银行中关村分行迅速为其制定了
专属方案， 提供300万元信用贷
款， 并且担保时限长达24个月，
帮助企业及时补充了流动资金。

随着销量渠道的打开 ， 某
“网红酸奶” 企业需要更多流动
资金来支撑销售。 在了解到企业
需求后， 国华担保联合北京银行
为其提供500万元信用贷款， 为
其正常运转保驾护航。

随着北京多项消费政策的发

布， 新型网红餐厅热闹非凡。 北
京再担保及国华担保共为在京20
家知名小微餐饮企业提供5000万
元融资支持， 畅通了城市经济的
“毛细血管”。

“北京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 通过助力新消费领域小微
企业融资， 促进稳就业保民生的
大局， 这是我们国企义不容辞的
责任。” 北京再担保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 国华担保总经理俞静表
示， 作为国有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 他们将通过政银担合作等多
种形式， 协调各方资源， 将金融
活水引向消费领域的小微实体经
济。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软体机器人用夹爪灵活地夹
起葡萄、 圣女果等水果放入指定
盘中， “这机器人的夹爪像人的
手 指 一 样 灵 活 。 ” 近 日 ， 在
HICOOL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大
赛项目展示区， 软体机器人的表
演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据了解， HICOOL2021全球
创业大赛报名人数创下新高， 共
吸引来自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的
4018个项目、 5077名创业人才报
名参加， 参赛项目数相比去年几
近翻番。 其中， 软体机器人技术
研发和产业孵化项目是获得一等
奖的项目之一。

据工作人员介绍， 软体夹爪
的抓取动作类似人的手指， 能够
避免对产品造成物理损伤， 甚至
在抓取蛋糕、 水果等场景时也力
度轻柔， 食品丝毫不会受损。 此
次推出的国内首款应用于工业柔
性抓取的软体夹爪填补了全球机
器人和自动化行业空白， 解决了

工业自动化生产 “最后一厘米”
的难题。 由于项目的稀缺性和创
新性， 软体机器人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项目成为本次HICOOL大赛
一等奖获奖项目之一。

在HICOOL2021全球创业大
赛颁奖典礼上， 多位全球顶级创
投大咖共同为大赛获奖项目及伯

乐奖获得者进行颁奖 ， 最终有
140个项目胜出， 获奖项目可分
享大赛总奖励资金1亿元人民币。
同时， 2021年的政策覆盖范围将
进一步延展至优胜奖获奖项目，
这也意味着数量更多、 范围更广
的 全 球 创 业 者 可 以 享 受 到
HICOOL的专属配套优惠政策。

HICOOL全球创业大赛百余项目分享1亿元奖金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城市经济“毛细血管”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焦心仪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宣讲走进工地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跃

近日， 怀柔区举办护理质控静疗月暨静疗技能大赛， 全区共21家
医疗机构32名选手参赛。 比赛内容包括留置针静脉穿刺、 维护、 理论
提问三部分， 采用现场模拟人技能操作、 现场答题、 现场计分的形式
进行。 经过激烈角逐， 分别评选出医院组、 社区组一二三等奖。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王晶 贾子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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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北京科学中心“科普大餐”开宴
作为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

主场活动， 9月11日， 第十一届
北京科学嘉年华开幕。 记者从北
京市科协获悉， 在为期一周的时
间里， 北京科学中心推出 “信仰
的高光 ” ———科学家精神主题
展、 科技冬奥主题展、 首都科技
创新成果展等科普活动， 供市民
享用科普大餐。

据介绍， 作为2021年北京科
学嘉年华的重要活动， “信仰的
高光” 科学家精神主题展， 讲述
科学家背后的故事：“奋斗的桥”
茅以升、“追光者” 王大珩、“糖丸
爷爷” 顾方舟、“书生” 校长陈佳
洱。 通过讲述老一代科学家在工
作中爱党爱国的感人故事， 弘扬
他们在长期科学实践和社会工作
中形成的宝贵精神。

自动驾驶正在走入现实生
活， 但自动驾驶包含哪些技术、
进展到何种阶段， 很多市民并不
了解。 今年的首都科技创新成果
展以 “智行万里” 为主题， 为公
众全方位解读自动驾驶。 展览位

于北京科学中心1号楼， 展示了
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百度、 小马智行等60余家高校科
研院所及高新技术企业推送的50
余项创新成果。

为做好 “双减” 形势下与学
校教育的衔接， 北京科学中心在
本届科学嘉年华期间推出了抽象
物理展、 具象数学展、 小球大世
界主题展教活动、 科学工作坊、
展线课程、 科学思维研究及应用
活动、 AI科学主题活动等一系列
面向广大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实践
活动， 同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模式推出北京科学中心云课堂和
北京云端科学嘉年华。

结合冬奥倒计时100天 ， 在
北京科学中心户外活动区特别设
置了冬奥主题展， 包含 “了解冬
奥、 科技冬奥、 体验冬奥、 祝愿
冬奥” 四大板块。 “了解冬奥”
展示冬奥历史和北京冬奥的申办
历程， 集中展示冬奥竞技项目的
比赛规则 、 技术亮点 、 比赛场
地、 奖牌数量等相关信息， 使观

众深入了解冬奥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 “科技冬

奥” 展示了为冬奥项目保驾护航
的科技亮点， 详解科技元素在训
练、 运动装备以及体育场馆的建
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场不少
小朋友对 “水立方 ” 如何变成
“冰立方” 特别感兴趣， 展览也
对此进行了 “揭秘” ———2020年
12月， “水立方” 第二次 “水冰
转换” 只用了10多天。 “体验冬
奥” 则成了小朋友最喜欢的体验
项目， 现场设置了 “仿真冰场+
欢乐雪地+冰壶” 冰上项目体验
区、 “旱地滑雪” 雪地项目体验
区， 让孩子们在欢乐中体验冬奥
项目。

北京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 北京科学嘉年华自2011年起
已成功举办十届，成为了“首都科
普”的新名片。今年的第十一届科
学嘉年华活动，把环境保护、医疗
卫生、农业生产、气象知识、宇宙
航空等内容与科学教育活动紧密
结合，让科普变得更亲民。

北京科学嘉年华开幕

430户首都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担保16.3亿元

9月11日， 由北京市交安联
办、 首都精神文明办、 北京市交
通委、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主
办， 北京公交集团和西城交通支
队承办的 “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
———礼在公交 让出文明主题宣
传实践活动， 在主会场西城区广
安门外大街湾子路口举行。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
支队广安门大队在活动现场， 讲
解了礼让斑马线的法规和案例。
北京公交集团作为交通行业代表
向全市各单位发出倡议， 全国劳
动模范、 公交驾驶员代表门丽向

驾驶员发出倡议， 并带领参加活
动人员从一名普通交通参与者的
角度， 共同发出文明承诺： “文
明行车， 礼让行人， 不争道， 不
抢行； 文明行路， 有序通行， 不
闯灯， 不横穿； 文明劝导 共建
和谐， 改陋习， 树新风”。 随后，
公交驾驶员、 公共文明引导员、
交通民警一同来到路口开展文明
礼让宣传， 向过往市民讲解礼让
斑马线知识， 倡导文明出行。

据了解， 本次活动还在9个
城区设置了分会场， 在全市150
余处重点路口设立了宣传站。

主题实践活动传递礼让文明
□本报记者 盛丽

全市150余处重点路口设立宣传站

怀怀柔柔2211家家医医疗疗机机构构参参与与静静疗疗技技能能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