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跃

闻 “汛” 而动 “晋” 显央企担当

中建一局山西分公司火速驰援洪涝灾区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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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空气质量连续6年全市城区最优
科技手段+生态环境治理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任洁

近9成受访老年人会用智能电子设备
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1181位60岁以上居民开展调查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童心敬老

顺义区重阳文化节开幕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底，海
淀区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
为36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
55%，空气质量连续6年保持全市
城区最优。 作为首都西北部重要
的生态屏障， 海淀区走出了一条
创新绿色协调发展之路。近日，记
者跟随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
“生态北京‘媒’美与共”主题采访
团走进海淀区， 见识一下运用科
技手段与生态环境治理碰撞出的
“绿色火花”。

作为首都西北部重要的生态
屏障， 海淀拥有24条河流、 10个
湖泊。 其中， 位于上庄镇的翠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是北京唯一的
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 为了保护
湿地， 公园每周仅开放3天， 每
天只接待300人参观。

“北京位于鸟类的迁徙通道
上， 每年春季和秋季成群的候鸟
来到湿地公园休息并补给 。” 海
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中心副主任刘颖杰介绍， 由于城
市绿地面积受到城市规模化发展
不同比例的影响， 湿地成为生物
多样性保护非常好的空间 。 为
此， 公园内采取各种措施封育保
护， 比如， 建立湿地处理模型，
增加鸟岛、 生态廊道， 给动物提
供更加适宜生存繁衍的栖息场
所。 从监测数据来看， 动物植物
数量每年都在成比例地增加， 迄
今已经观测记录到262种野生鸟
类。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海淀
区在严格 “两线三区 ” 空间管
控、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调整优

化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同时， 率先
出台 “留白增绿 ” 建设指导意
见， 因地制宜规划绿地建设， 推
进平原造林、 园林绿化养护、 小
微绿地建设等， 打造百姓身边的
绿色生态空间， 不断刷新城市生
态颜值。 截至2020年底， 海淀区
共有精品公园25个 ， 居全市第
一。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53%， 森
林覆盖率 35.78% ， 居城六区首
位 。 海淀人远有可游 、 近有可
赏， 群众的绿色获得感得到了极
大提升。

科技和创新是海淀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引擎， 当前， 全区的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也被赋予了 “城
市大脑” 的超级功能， 运用卫星
遥感技术手段、 移动污染源自动
监测系统逐步提升生态环境精细

化治理水平。
记者在海淀 “城市大脑” 展

示中心看到 ， 目前 ， 大气 、 水
体、 土壤等多个生态环境领域均
可以通过 “城市大脑” 实现实时
监测。 渣土车、 柴油车， 违法施
工， 偷排污水等这些以往难以监
管查处的种种污染现象， 在 “城
市大脑” 大数据技术支撑下， 都
得到了有效监管。

海淀城市大脑工作专班副主
任巩振文介绍， 目前针对气体的
传感器布设有300余处， 对移动
污染源的排放监测大概有10000
多个点位， 对水质的传感器布设
有200余处， 排污口的传感器正
在加快布设中 。 “‘城市大脑 ’
的强大之处就是通过长时间的数
据积累， 对整个领域的薄弱环节

都有清晰的掌握。 对下一步整体
决策有导向作用， 让工作更精准
化。” 巩振文说。

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和国网海
淀供电公司还依托海淀 “城市大
脑” 积极探索了 “生态环境＋电
力” 的合作新模式。 记者在 “城
市大脑” 智慧能源版块看到了海
淀区与北京市GDP、 用电量等数
据。 “通过电力数据可以看出整
个地区在有效的环境治理下， 碳
排放总量是逐年下降的。” 巩振
文介绍， 通过电力大数据， 可以
精准溯源、 实时监测， 为生态环
保部门等相关部门政策出台、 指
挥调度、 执法研判以及相关的风
险预估和分析等提供支撑， 为空
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应的辅助作
用。

10月14日是重阳佳节， 信息
时代里全社会如何更好地关心关
爱老年人呢？ 10月13日， 北京市
统计局发布 《北京市老年人智能
电子设备使用习惯和态度调查报
告》， 统计显示， 使用智能电子
设备的被访者占比近9成 ， 他们
对智能电子设备的多样功能均有
所掌握， 近8成被访者对智能电
子设备的学习意愿较强。

北京的老年人对智能电子设
备的态度和使用率如何？ 北京市
统计局通过电话和网络调查对全
市1181位60岁以上居民开展调
查。 在被访者中， 61-70岁的老
年人占76.6%， 71-80岁占20.4%，
81岁及以上占3.0%。 调查显示 ，
8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使用智

能手机、 平板电脑、 计算机等电
子设备。 智能电子设备的12项主
要功能在被访者中均得到一定程
度应用， 电话短信、 社交聊天、
网购、 新闻资讯等成为被访者最
常用功能 ， 占比分别达 83.9% 、
83.9%、 68.9%和68.8%。

在使用智能电子设备的被访
者中， 每天使用时长在1小时及
以上的占比为87.1%， 使用时长
在 3小时及以上的占比达 44% 。
可见， 智能电子设备在老年群体
中普及程度较高， 多数老年人已
经养成日常使用习惯。

被访者使用电子设备遇到的
困难主要表现在就医和出行方
面， 部分智能电子设备硬件和平
台软件 （APP） 适老化程度不

高。 当问及 “对老年人使用智能
电子设备的困惑， 您期待在哪些
方面作出改进 ” 时 ， 被访 者 呼
声最高的三个选项分别是： 流
量套餐给予老年人一定的优惠
（76.8%）、 应用软件推出功能简
洁 、 界面稳定的 “老年模式 ”
（56.7%） 和公交车站设置智能站
牌提醒到站时间 （48.3%）。

如果有相关教学活动和资
源， 是否有意愿学习智能手机等
的使用方法 ？ 77.1%的被访者表
示愿意学习。 遇到困难时， 被访
者主要采取的办法分别是 “向亲
友求助 ” （82.1% ） 和 “自学 ”
（44.4%）。 可见老年人在使用智
能电子设备时学习态度积极， 求
知欲较强。

近日， 山西遭遇持续强降雨
灾害，灾情牵动人心。中建一局总
承包公司山西分公司闻 “汛 ”而
动，“晋”显央企担当，山西分公司
党总支以最快速度响应就位，迅
速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 详细了
解受灾情况。

很快， 成立以山西分公司党

总支书记、 总经理孙志勇为组长
的灾区应急物资筹备小组， 通过
多方渠道购置25万余元灾区急缺
物资100kw发电机组4台 ，150kw
发电机组3台配套机油防冻液，8
寸12米15kw污水泵14台以及配
套800余米水袋、47个接头、100余
个接头卡扣， 电机配电箱7套、电

缆400米。
集结物资后， 山西分公司党

总支副书记王靖带队迅速出发，
星夜兼程驱车5小时驰援新绛县
洪涝灾区， 及时将灾区急缺物资
安全送达，于凌晨2点连夜将应急
物资妥善安置在抢险一线， 为灾
区顺利渡过难关提供坚实保障。

近日，平谷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利用课后延时服务时间，邀请平
谷区文史专家柴福善走进刘家店中心小学，开展“探秘绿谷话桃源”
文润童心之重阳敬老主题活动，让“双减”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活动
全程采用直播的形式，让全校师生都能参与，活动中，学生们为长辈
制作了重阳节的小礼物，以表达对家中老人的敬爱之情和深深的祝
福。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10月13日， 2021年顺义区
重阳文化节在顺义城南体育中
心隆重开幕。 活动期间， 顺义
将广泛开展登山祈福、 游园赏
菊 、 暖心助老 、 文化孝老等
“九大品类 ” 文化活动 ， 其中
包括3项登山游园活动、 4场展
览展示、 13场文艺演出、 47项
群众性文化活动 、 100余场走
访慰问及义诊、 理发等免费社
区公益服务。

据了解， 本次活动以 “孝
满京城 ， 德润人心 ” 为主题 ，
由顺义区委宣传部、 顺义区体
育局主办 ， 重阳文化节期间 ，
顺义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主线 ， 融入冰雪冬
奥、 助力创城等亮点， 在全区
范围内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

“文化活动多角度协同发
力， 努力推进顺义区文化繁荣
和老龄事业发展， 积极营造敬
老爱老社会氛围， 带动全社会
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 。” 顺

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顺义区
历来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近年来 ，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市委决策
部署， 不断加大对老龄事业的
投入力度， 努力改善老年人生
活条件， 五年来， 共建成老年
餐桌35所、 老年驿站50所， 定
期为60周岁以上独居老人和9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提供家政
服务约110万余人次 ， 累计服
务逾200万余小时 ， 惠及12万
名老年人 。 特别是近两年来 ，
为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失能
补贴、 困难补贴达1.8亿元， 顺
义区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提
高。

接下来， 顺义区将继续紧
紧围绕 “老有所养 、 老有所
乐” 主动作为， 深入挖掘重阳
传统文化内涵， 通过重阳节这
一传统文化节日的良好契机 ，
传播 “尊老爱老 、 敬老助老 ”
的文明理念， 促进尊老意识在
全社会深入人心。

“九大品类” 文化活动陆续上演

10月13日，北京市老龄协会、
通州区梨园镇政府、 通州区老龄
事业发展中心， 携手众多专业法
律服务机构及为老服务社会组
织， 走进通州梨园镇云景里文化
广场开展以 “孝老敬亲 一路相
伴”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活动通
过现场互动等多种方式助力老年

人提升法律意识， 正确运用法律
手段维护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据了解， 活动主要以法律咨
询、健康指导、公益遗嘱订立等形
式展开。 专业人员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为老人们介绍法 律 援 助 范
围及申请程序 、防范金融风险、
保健品防诈骗攻略等知识。 还通

过发放了《老年健康手册》等宣传
材料，悬挂防诈骗宣传语、设立防
诈骗宣传展板多种形式向老年人
进行保健品消费防诈骗宣传。 此
外， 活动中 ， 医生和专业心理
咨 询 师 还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健 康
咨询 ， 现场讲解了健康养生知
识，引导老年人健康生活。

通州区普法宣传活动提升老人法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