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盛丽）近日，市
发改委批复房山区紫码路 （房窑
路-久安路 ）、 承启南大街一期
（弘安路-久安路）、 广茂路一期
（承启南大街-智聚南街） 等3条
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

据了解，这3条道路已纳入城
南行动计划 2021年重点项目清
单， 计划于2022年6月开工，2023
年6月竣工。 这3条道路均将随路
同步实施交通、照明、绿化、雨水
等工程。

朝阳建成养老家庭照护床位600张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朝阳区获悉， 该区2021年正
式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养老家庭照
护床位建设， 目前已建成养老家
庭照护床位600张，预计到年底突
破1000张。

据介绍， 朝阳区养老家庭照
护床位的主要服务对象为该区京
籍且长期在家居住的重度失能和

重度残疾老年人， 在对其家庭进
行适老化和智能化改造后， 为其
提供相当于一般养老机构服务的
养老服务模式。 截至目前， 朝阳
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已覆盖
全区43个街乡， 参与提供床位服
务资质的二星级及以上服务机构
80家， 已建成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600张， 预计到年底突破1000张。

近日， 第三届中国 （北京） 生态食品博览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11
号馆开幕， 吸引大批市民前来。 展会上产品丰富多样， 除了全国几十
个省市展团携本地名特优产品亮相外， 北京特色的老字号企业也组团
亮相， 传递丰收的喜悦。 据悉， 展览会将于本月18日结束。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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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举办全市首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北京市首届消防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训
保支队拉开帷幕。 在接下来两天
的赛程中， 来自全市16个区及开
发区 、 1个直属单位的 “尖刀 ”
代表队将参与六大竞赛项目的巅
峰对决。

此次比赛由北京市消防救援

总队联合市应急管理局、 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总工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共同举办。
这是本市首次将消防国家队、 专
职队、 企业队、 社会救援力量和
消防从业人员纳入参赛范畴， 是
一次全行业、 全社会广泛参与的
竞技比赛。

比赛共设置灭火战斗员、 应

急救援员、 搜救犬训导员、 消防
装备维护员、 消防设施操作员、
消防通信员等六个竞赛项目， 共
21个比赛模块， 其中主赛场设在
位于大兴的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 同时在顺
义区设置了水域救援竞赛场地，
在山东赛区设置了搜救犬训导员
项目竞赛场地。

此次大赛围绕六个竞赛项目
分别设置了10个奖项。 大赛为期
两天， 以 “向胜利而行为人民而
战”为主题，共有东城、西城、朝阳
等16个区及开发区、1个直属单位
代表队组成，每个代表队30人，分
别由15名国家消防救援队伍 、15
名地方消防行业参赛人员组成。

另据了解，10月28日至30日，

北京将组织11人代表队参加全国
消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对取得
相应名次并符合条件的选手将推
荐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 ”“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按规定晋升职业资格或职业
技能等级；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和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参赛
选手，按名次予以相应记功奖励。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在2021年京津冀“银发达人”
大型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上 ，2021
年京津冀“银发达人”名单揭晓。
通过海选、网络点赞及专家评审，
共评出10位银发榜样、19位银发
达人及1个银发达人集体奖。

据了解， 6月18日 ， 2021年

京津冀 “银发达人” 大型评选活
动启动。 活动历时4个月， 通过
广播、 新媒体及户外大屏推广 ，
成为了该活动开展以来参加人数
最多， 报名范围最广的一届。 今
年， 共有600多位京津冀三地选
手报名。 选手平均年龄70岁， 最
大年龄106岁， 最小年龄60岁。

北京市各街乡镇将建“养老服务群”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为满
足老年人的就餐需求， 本市今年
计划发展1000个养老助餐点， 覆
盖2000个社区。 记者近日从北京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养老服务
“每月一题” 推进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 今年上半年以来， 全市已
发展养老助餐点967家。

据了解， 本市正积极推进养
老助餐的相关政策拟制工作， 将
重点强化各区和街乡镇的养老助

餐服务责任， 由各区根据本区实
际情况开展试点， 通过给予养老
助餐服务补贴等方式， 统筹、 协
调、 调动政府、 社会和市场各方
资源， 切实解决好老年人吃饭不
便的问题。

为使各街乡镇与居住在本地
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一一对接
上 ， 本 市 将 在 各 街 乡 镇 推 广
建 立 “养老服务群 ”， 委托养老
驿站对责任片区的全部基本养老

服务对象进行 “认领”。 “服务
群 ” 由养老驿站担任 “群主 ”，
作 为 片 区 基 本 养 老 服 务 对 象
的 养 老顾问 。 据介绍 ， 驿站承
接的基本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巡视
探访、 养老顾问、 个人清洁和呼
叫服务， 这四项内容将在年底之
前得到全面落实。 明年1月1日开
始， 本市将对基本养老服务是否
得到落实进行相应的督导和检
查。

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活动揭晓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本市发布43项地方标准， 涉及支
撑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
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

此次发布的43项地方标准
中， 在支撑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
会筹办方面， 制定了 《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是我国
第一部规范建筑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的验收标准， 有利于支撑北

京2022年冬奥会国家速滑馆 “冰
丝带” 工程索网结构建设。 《公
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 》
系列标准第 6-8部分 ， 涉及教
育 、 邮政电信 、 餐饮住宿等领
域， 提供了译写示例， 提升首都
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

在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方
面， 制定了 《自动驾驶地图特征
定位数据技术规范》， 规定了自
动驾驶地图特征定位数据的基本

要求、 技术要求以及特征定位数
据分类及表达要求， 为北京冬奥
会智能网联汽车示范项目建设提
供支撑。

在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方
面， 制定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有利
于推动京津冀地区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建筑信息模型应用及数字化
交付， 建设数字轨道交通， 提升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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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进入
十月， 天气逐渐寒凉。 近期， 北
京热力集团检修工作进入收尾阶
段， 已陆续启动供热系统的灌水
打压工作， 提示居民注意张贴在
小区内的通知， 家中留人观察，
如出现跑冒滴漏等情况及时拨打
96069供热服务热线进行报修。

北京热力集团表示， 灌水打
压是每个供热季前的例行工作，
每年10月中旬前后， 供热单位依
据工作安排对所管辖片区进行灌
水打压试验， 通过向供热管道灌
水达到并保持工作压力， 检查供
热系统的运行情况。 因为每个小
区的试水时间不统一， 请大家留
意自家小区的灌水通知， 并根据
灌水时间家中留人。

灌水时， 用户在家听到水流

入暖气的声音后， 应当注意观察
散热器、 管道接口处和管道阀门
处的情况， 查看是否有漏水或渗
水的现象 。 如果发现渗水或漏
水， 应当立即关闭阀门， 用厚毛
巾、 抹布等物品将漏点堵上， 并
及时报修。 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
有轻微的漏水也需要及时报修，
否则进入供热季后系统压力增
加， 容易造成暖气设备爆裂， 发
生伤人损物的情况。 对于上个供
热季之后对供热管线、 散热器进
行过新装、 改造、 更换的住户，
一定要特别关注、 留意是否有跑
冒滴漏现象。

如果用户发现跑冒滴漏等情
况， 应该及时拨打96069供热服
务热线， 热线全天24小时为用户
提供业务咨询、 故障报修、 服务

监督等专业服务， 及时转办用户
诉求。 还可以通过 “掌上热力”
官方手机APP、 “北京热力客户
服务 ” 官方微博 、 “北京热力
96069”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办理
供热业务。

据悉， 今年北京热力集团目
前已完成大中小修供热设施设备
改造6万余项， 进一步提升了供
热保障能力。

天气渐凉 北京供热单位陆续启动试水打压

农农展展馆馆里里享享丰丰年年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为加强
部门协作， 深化拓展部门共治格
局， 北京税务等六部门10月13日
联合举办涉税违法案件查处协作
业务培训班， 税务总局驻北京特
派办、市税务局、市公安局、北京
海关、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检
察院共11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

据悉， 此次培训班主要由各

部门的专家、 涉税法律业务资深
律师讲解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
通过培训探索实行制度化、 信息
化、 常态化联合办案， 将进一步
加强各部门信息共享、 联合办案
和联动执法能力， 进一步畅通行
刑衔接工作机制， 深化税收精诚
共治格局， 助力首都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0月13日， 东直门街道新中
街社区养老驿站举办主题为 “九
九重阳日， 暖暖关怀情” 敬老活
动启动仪式暨优秀助老志愿者、
模范敬老家庭表彰活动。 活动期
间 ， 辖区养老驿站除日常服务
外， 还提供观影、 公益讲座等服
务。 10月14日起， 还将在辖区养
老驿站提供回民餐， 满足辖区少
数民族老年人就餐需求。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今年已发展养老助餐点967家

本市发布43项地方标准

重阳敬老

房山3条道路将于明年6月开工

六部门联合培训税案查处协作业务

比赛设置六个竞赛项目21个比赛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