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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通讯员 涂辉煌

海淀区中关村街道拆除5000多平方米违建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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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已打造无障碍精品主题街区43个
以 “奥运标准” 优化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钟雨辛

朝阳区将台地区推出 “将小爱” 幸福工程

□本报记者 任洁

北工大学生科技成果齐聚一堂
怀柔区庙城镇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遍地开花”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畅享贴心服务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日益临近， 朝阳区积极推进无
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近日， 记者
从朝阳区残联了解到 ， 今年以
来， 朝阳区共完成无障碍整改点
位6525个 ， 完成环境整治点位
13193个， 打造无障碍精品示范
街区43个、 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
务圈43个、 无障碍精品示范工程
20个、 无障碍精品路线5条， 打
造出了 “首善有爱、 环境无碍”
的出行环境。

自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朝阳区依托

“1+1+37+43” 工作体系 ， 聚焦
涉奥重点场所周边和群众关切热
点， 系统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工
作， 明确了奥运场馆周边200米，
亚运村 、 奥运村等12个重点地
区， 31家奥运签约酒店， 涉奥定
点医院周边1公里等涉奥区域范
围， 以及蓝色港湾商圈、 望京小
街等7个重要商圈实现点位 “应
建必建、 应改必改”。

作为涉奥重点区域的亚运村
街道，今年以来，以冬奥村、涉奥
酒店、文化活动中心、温馨家园、
亚运村政务服务中心等区域，安

立路、安苑路、慧忠路、北土城西
路 、G6辅路等主要道路为重点 ，
对辖区商场、写字楼、“七小门店”
等190处无障碍设施点位进行了
整改，让残疾人出行更便利。

亚运村街道环宇荟商场紧邻
冬奥村， 周边涉及多个居民区、
商务楼宇、 医院。 记者在环宇荟
商场看到， 商场南门外， 新改造
的坡道与入口相连， 使用轮椅的
居民可直接进入商场内部。 商场
五层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 加宽
的卫生间门以及可调节的安全扶
手等设施， 方便使用轮椅的人士

使用。 商场内的电梯按钮配置盲
文， 电影院内特意预留了多个无
障碍观影坐席， 为残疾人观众提
供便利的观影服务。

来广营乡因地制宜在打造
“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和“一刻
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 方面下功
夫 ，其中 ，包含了超市 、餐饮 、美
发、 培训等多种经营业态的红军
营东路街就进行了无障碍设施全
面改造。红军营东路街的“七小门
店”不仅重新对坡道进行整修，还
统一加装安全扶手。同时，对所有
台阶面整体加宽， 加宽后宽度达

1.2米 ，方便老人 、残疾人以及行
动不便人群乘坐轮椅通行。

“朝阳区作为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双会场’地
区， 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专项
行动纳入朝阳区重点工作、 重要
民生实事项目来抓，全力推进。 ”
朝阳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说 ，3年
来， 朝阳区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
行动累计完成整改点位16741个，
环境整治19496个，为残疾人营造
出了更加包容、 更有温度的公共
环境， 不断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 朝阳区将台地区的外
卖小哥、快递小哥惊喜地发现，吃
饭、 休息和手机充电都有了免费
且固定的去处———将台上东菜篮
子。市场门口设有独立房间，为物
流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
员、商场信息员、护工护理员、房
产中介员、 货运驾驶员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提供专项保障。

据了解， “将小爱” 幸福工
程作为将台地区推出的党建品
牌， 通过 “建组织、 建阵地、 建
服务三大体系” 充分整合多方资

源，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服
务，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参与
城市建设过程中感受到将台温
度， 不断提升该就业群体在城市
中的幸福感、 归属感和安全感。

“将小爱” 暖心驿站提供的
“四补六免” 常态化服务模式中，
“四补” 是指用餐补助、 洗澡补
助、 理发补助、 超市补助。 各项
补助5折至8折。 “六免” 是指免
费法律援助、 心理咨询、 图书资
源 、 医疗资源 、 休息 、 用水用
电。 目前， 该地区党委已经与辖

区3家餐饮企业、 两家超市、 1家
浴室、 1家心理咨询中心、 3家律
师事务所达成 “幸福骑手联盟协
议”。 涉及商家将于近期发放消
费券， 浴室和理发店分时段提供
专项服务， 心理咨询和法律律师
事务所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据介绍 ， 为了扩大服务范
围， 该地区党委将陆续推出第二
家暖心驿站， 进一步丰富多方资
源， 整合社会资源为该就业群体
提供便利性服务， 打造常态化服
务良性闭环。

近日， 北京工业大学第十一
届科技节开幕。 记者在科技成果
展上发现， 北工大学子设计研发
的科技作品不仅科技含量十足，
而且不少项目已实现成果转化，
服务于北京的科技文化建设。

科技成果展上， 来自全校12
个学部（院）的120件作品亮相，其
中50余件作品荣获过市级以上奖
项， 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该校学
生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
其中《“铸梦”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辉煌成就文创设计》 在文化创
意中融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
济、军事、科技、体育方面的成就，
设计出T恤衫、靠垫、手机壳等主
题作品， 利用中国传统元素献上
北工大师生对党的赤诚之礼。

在成果展厅的互动区域，公

共设施设计《AI竞速跑道》和《AI
智能健身自行车》以AI、可视化物
联等技术为基础， 通过人机尺寸
数据的计算与优化，结合健身、科
普、共享等智能互动，为体验者提
供趣味科学的健身服务， 吸引了
众多师生前来体验。其中《AI竞速
跑道》 项目的上一代产品已在唐
山世园会落地。

“投身科研、专注科研是学生
最美的姿态。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
长郭福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之际，学校将以党史教育
为重点的“四史”教育融入科技节
各项活动中，推进“三全育人”，引
导青年学生们回望历史、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立足当下、报效祖
国。 在展现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舞
台上，学生们激发创新意识，锻炼

实践能力，激荡智慧火花。科技节
也是一堂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实
践课，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弘扬老一辈工大人的精神与追
求， 面向广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引导他们厚植爱国情怀，笃
行报国之志。

据悉， 北工大本届科技节将
举办科技之星评选、 各类学术主
题报告，各学部、学院也将开展特
色立项活动， 为学生搭设比拼创
意、碰撞思维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加中国研究
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 首都大学
生创意集市、 学生科技创新作品
与专利成果展示推介会等一系列
校外科技活动， 在实现人才培养
的同时积极服务北京的科技文化
建设。

科技含量十足 实现成果转化

10月12日， 为了倡导绿色出
行、 低碳减排， 助力 “碳达峰、
碳中和”， 中国农业银行携手北
京一卡通， 推出乘车优惠活动，
市民打开北京一卡通APP， 在首
页 “京彩通行———一卡通1分钱
乘车” 点击乘车优惠活动， 开通
数字人民币钱包后便可体验1分
钱乘公交、 坐地铁。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近日， 记者获悉， 怀柔区庙
城镇按照 “有机构、 有标准、 有
管理 、 有队伍 、 有活动 、 有流
程 、 有保障 、 有记录 ” 的 “八
有” 标准， 投资8万元， 规范设
置21个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达
到镇域村居全覆盖。 如今， 拥有
“百宝箱” 功能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在怀柔区庙城镇基层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 “遍地开花”， 小小
的志愿服务站发挥着便民服务的
大作用。

服务站放有爱心雨伞、 日常
工具、 针线、 老花镜、 便民医药
箱。 小小的便民角里日常物品一
应俱全， 居民可以免费借用。 服

务站内还设立了群众意见箱， 广
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 不断促
进完善站点建设。 “我们实践站
在镇主要商业街上， 人流较为密
集，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的设立为
周围居民提供了便捷、 有效的志
愿服务， 为大家提供了许多细心
地服务， 让居民时时刻刻都能感
觉到志愿者服务就在我身边 。”
庙城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负责
人张颖介绍说 ， 服务站还设有
“环保银行”， 居民可以 “存入”
废旧电池、 过期药品、 废旧光盘
等垃圾， 在培育居民绿色生活好
习惯的同时， 提升社区群众的环
保意识 ， 让 “有爱心 ” 随处可
见， “做志愿” 随时可为。

“这个4S店困扰我们好多年
了，维修车间离居民楼太近，天天
产生的尾气、噪音弄得人心烦，这
回终于可以清净了。 ”近日，家住
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08号院附近
的居民高兴地发现周边的违建拆
除了，原有的空地逐渐显现。

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08
号院内的汽车4S店就是今年辖区
内最大的一处待拆违建， 共涉及
违建9处，面积5095.83平方米。 这
里周边聚集着众多居民区， 居民
们长期忍受着汽车尾气及噪声污
染；此外，院内还存在快递人员庞
杂、管线错乱、储存漆料等易燃易
爆物品等问题， 展示大厅的屋顶

都已经大面积发霉， 遭遇暴雨很
容易发生漏水， 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

为了消除隐患， 中关村街道
相关部门联合公安、 消防对汽车
4S店违建实施拆除工作。 拆除当
天，现场设置警戒区域后，施工人
员将违建内的物品腾空， 随后拆
除队伍进行拆除作业， 整个过程
全程录音录像，平稳有序。

接下来， 中关村街道将进一
步加大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整治
工作，同时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
确保拆后不反弹， 消除公共安全
隐患。 从而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的
认同感。

□本报记者 盛丽

顺义搭台助单身青年“脱单”

近日， 180余名单身青年相
聚顺义区牛栏山镇金牛山公园，
参加了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
局举办的单身青年联谊交友活
动。

活动共设置了 “吹动我的
心” “松鼠和大树” 等5个有趣
的游戏互动环节 。 通过参与活
动， 最终有8对男女青年 “牵手
成功”， 并通过游戏角逐出一二
三等奖， 还收获现场观众祝福。
“平时都在忙工作， 感觉交友圈
很小， 接触的异性也少。 很感谢
民政局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让我能认识了她。” 活动结束后，
牵手成功的单身青年李先生说。
现场暂时未牵手成功的青年也表
示， 活动结束后会依托本次活动
提供的微信平台进一步参与互动
交流， 争取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据了解，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
区民政局不断深化服务理念， 通
过组织单身青年联谊交友活动，
帮助单身青年搭建互相交流和展
示的平台， 寻找到伴侣。 截至目
前， 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单身青年
联谊交友活动， 共有40余对男女
青年通过活动找到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