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承压锅炉外部检验

供暖前完成全部锅炉内部检
验后， 近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启动承压锅炉外部检验工作， 全
面保障供暖期间锅炉运行安全。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来到北京北燃通州供热有限公
司， 在该公司负责人的带领下进
入设备监测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
首先要求该公司负责人提供所有
锅炉的出厂资料、 燃烧器的出厂
资料、 各项运行记录、 水质化验
记录以及锅炉管理人员、 锅炉作
业人员、 水质化验人员从业资格
证书等。 同时提供安全阀、 压力
表、 温度计的校验报告， 并现场
进行实物比对、 确认。

锅炉设备间现场机器轰鸣，
4台锅炉已全部点火启动。 工作
人员戴上安全帽， 与供暖公司工
作人员一起进入工作间。 在一号
锅炉工作区， 检验人员从检验梯
爬至锅炉顶部， 检查锅炉承压部

件各受热面有无渗漏、 变形等状
况 ， 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详细记
录。 据介绍， 现场每个锅炉的容
量为100吨， 设计供暖面积为600
万平方米， 目前供热面积为430
万平方米。 为保证辖区供暖不受
影响，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
人员还对锅炉燃烧时可能出现的
极端情况进行了现场测试。

据了解，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在正式供暖前已完成全区200台
承压锅炉的内部检验和2147余支
安全阀的校验。 “供暖之后， 我
们进一步跟进， 对锅炉运行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 对供暖安全进行
再确认。 今后， 我们还将持续
巡 查 ， 进 一 步 加 大 对 重 点 单
位、 重点点位、 重点环节的检验
力度， 让大家能放心的过一个温
暖的冬天。”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特种设备检验所副所长李海龙
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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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海淀区冬奥场馆通过冬奥测试赛“实战演练”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石晶 文/摄

丰台区发布“独角兽八条”助力区域发展
近日， 北京丰台独角兽企业

集聚区政策发布会在北京汽车博
物馆新闻发布厅举行。 会上， 丰
台区发布了 《关于支持独角兽企
业在丰台区集聚发展的若干措
施》 （以下简称 “丰台区 ‘独角
兽八条’”）， 同时， 北京看丹独
角兽创新基地正式揭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根据
这一政策， 丰台区政府预计年投
入10亿元， 在独角兽企业空间载
体、 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 上市
补贴、 高管个税、 固定资产投资
等方面给予奖励和补贴。

丰台区 “独角兽八条” 依托
新一轮 “城南计划” 的实施， 围
绕新技术、 新产业、 新模式、 新

业态， 加大独角兽、 专精特新、
小巨人和隐形冠军类企业引进和
培育力度。 政策支持内容包括：
释放400万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
助力企业集聚发展； 根据独角兽
企业形成的区域综合贡献， 实施
独角兽企业发展贡献奖励； 优先
保障独角兽企业发展空间， 降低
独角兽企业运营成本； 组建上市
服务专班； 提供新经济应用场景
支持、 精准优质服务等举措， 打
造独角兽等企业创新生态等八条
内容。

根据丰台区 “独角兽八条”，
丰台区将释放400万平方米优质
空间，建立独角兽企业集聚区。通
过释放规模化的优质空间， 构建

以北京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 （包
括丰台创新中心和丰台航天航空
创新中心，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
米）为引领，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
区（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南
中轴大红门首都商务新区 （建筑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和丽泽金融
商务区 （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
米）为支撑的“1+3”格局，助力企
业集聚发展。

本次发布会上， 北京看丹独
角兽创新基地正式揭牌成立， 加
快推进丰台独角兽聚集区建设。
据了解， 北京看丹独角兽创新基
地先导区是中关村丰台园的丰台
创新中心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南
四环， 处于丰台园东区核心区，

地理位置优越， 生态环境舒适宜
人， 城市配套完善， 为产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

丰台创新中心总占地面积
13.8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8.74
万平方米， 部分建筑已经竣工并
投入使用。 项目从规划设计到工
程建设坚持高水平高品质， 是丰
台区第一个绿色建筑“LEED-CS
铂金级”预认证，还曾获“北京市
结构长城杯金奖”“北京市绿色安
全文明样板工地”等称号。

中关村丰台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丰台创新中心项目正式加入
丰台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独
角兽企业集聚区矩阵， 将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接下

来， 丰台园将以丰台创新中心项
目为主要平台，充分发挥“独角兽
八条”政策优势，助力各类独角兽
等企业发展壮大，打造国际一流、
国内领先的独角兽企业集聚区。

作为丰台区高精尖创新企业
代表， 丰台园企业北京值得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有感触， 值得
买公司负责人说： “我们作为丰
台园企业， 能够深刻感受到丰台
园在精心布局高精尖产业， 扎实
培育高质量发展企业方面所花费
的心思， 同时丰台园在空间、 交
通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我们
也希望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的成
立可以进一步带动区域的发展，
带动企业集聚。”

预计年投入10亿元打造国内领先独角兽企业集聚区

“严格对标奥运，冬奥会做什
么就测什么。”随着冰球国内测试
活动的圆满落幕，海淀区2个冬奥
场馆的3项“相约北京”系列冬季
体育赛事全部完成， 首都体育馆
和五棵松体育中心两个“双奥”场
馆全部通过全领域、全要素、全流
程的“实战演练”。

10月至12月， 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进入集中“测试”
阶段， 本次系列赛事海淀区涉及
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两
个场馆，具有外籍人员多、测试范
围广、防疫标准严等特点。这也是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前的 “最后一
次模考”，两处场馆都通过了比赛
场地、场馆运行、赛事服务的“全
要素测试”。

从首都体育馆测试赛期间一
日内完成“冰冰转换”到五棵松体
育中心6小时完成“冰篮转换”，海

淀区坚持高质量办赛、 高标准测
试，以冬奥正赛标准逐项比对、校
准测试赛各项筹办工作。 本次系
列赛事实现了测试场地硬件设
施、 竞赛组织保障、 场馆运行机
制、 指挥体系运行和疫情防控工
作等方面的测试目标，完成了“相
约北京 ” 系列冬季体育赛事的
“全要素检验”。

记者了解到，测试赛期间，围
绕场馆、运行、指挥、安保、医疗、
交通、转播等关键场景的“海淀方
案”新技术成果纷纷落地，为测试
赛的顺利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中， 由海淀辖区高校牵头
的多维度观赛体验和VR直播技
术，可以体验180度自由视角观赛
和沉浸式直播；没有观众“热度”
不减， 五棵松体育中心首次引进
基于云端互联技术的看台荧光棒
展示，在看台上点亮“满天星”；由

“全息凝视摄像机”和一体化智慧
指挥系统组成的智慧指挥车则可
以实现无死角俯瞰全域。

在疫情防控方面， 海淀区将
人防和技防充分结合， 赋能更多
科技元素， 利用智能测温设备监
测人员体温变化， 及时发现和处
理异常情况。此外，利用消毒机器
人、安全巡检设备、数字哨点设备
等，实现防疫消毒的远程化、自动
化、实时化，减少人力物力投入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大大
提高了防疫工作效率。

在赛事转播方面， 引入了多
维度观赛和VR直播，用户可以通
过手机、VR头盔和电视大屏实现
自由视角和VR直播观看，突破传
统固定视角和被动式观赛。 通过
科技赋能冬奥， 提供优质的观赛
体验和完备的服务保障， 为测试
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今天， 我来体验一下垃圾
分类回收员的工作。” 近日， 昌
平区推出新就业形态企业 “沉浸
式职业体验”， 引领求职者进行
“云体验”。

准备好分类手册、 手机、 收
集袋、 秤和溯源码等设备， 职业
体验员便与垃圾分类回收员一起
到居民家中回收可回收物。 经过
初检、 称重、 居民签收、 粘贴溯
源码等环节， 一套工作流程就完
成了。 “跟着回收员跑了一天，
觉得这份工作很辛苦 ， 但很充
实， 他们为垃圾分类工作作出了
很大贡献。” 一天下来， 职业体
验员感受颇深。

此次 “沉浸式职业体验” 是
昌平区利用线上服务方式， 依托
“昌平就业” 微信公众号， 推出
的一档系列专栏 。 通过 “我体
验、 你上岗” 的服务模式， 以第
一视角全方位展示就职环境、 解
读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 让求职
人员在家不出门就能对应聘岗位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同时发现自
身优势和不足， 使其在择业过程

中能够更加精准匹配岗位， 提高
自身求职竞争力。

“首期直播， 当天就吸引了
1000余人次点击观看。 ”昌平区人
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一岗
位由北京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招
聘。 据悉，目前企业回收员、巡检
员等岗位相继出现了季节性工作
缺口，经过前期摸排，了解到企业
用工需求， 区人力社保局有针对
性地为企业提供招聘服务。

今年以来， 为了给用人单位
和求职人员提供更加精准 、 精
细、 有效的公共就业服务， 区人
力社保局不断开发新的服务模
式 ， 于9月起相继推出了 “职 ”
播系列活动， 设置职业指导直播
课堂、 精品岗位直播带岗、 云端
招聘直达现场、 云企速递及沉浸
式职业体验5个精品系列。 目前，
已累计开展相关活动12场次， 共
吸引求职人员4.61万次观看。

昌平推出新就业形态企业“沉浸式职业体验”
怀柔区院前医疗急救资源实现全覆盖

近日， 随着怀柔区泉河、 龙
山、 北房、 庙城、 长哨营等5家
新建120急救站的试运行， 标志
着该区形成了以北京急救中心怀
柔分中心为龙头、 15个镇乡街道
急救站为触点的 “1+15” 医疗
急救格局， 院前医疗急救资源实
现全覆盖。

新建的5家急救站面积均在
80平方米以上， 分别配有4名医
生、4名护士、4名担架工和4名司
机。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在保障
辖区群众急诊急救需求的同时，
还承担上级下派的其他工作任
务。

据了解， 长哨营满族乡急救
站是新建的5个站点之一， 在未
建站之前， 辖区急救危重病人都
由汤河口急救站转运， 由于路途
遥远 ， 山区群众居住分散且偏
僻， 极易延误危重患者的病情。
急救站的建成， 有效弥补了医疗
急救力量不足和资源分布不均的

问题。
在此基础上， 怀柔区按照北

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基础设施
建设3年行动计划，还对已经投用
的10家急救站进行了改扩建，无
论硬件设施还是人员配备均达到
了规范化要求。 该区卫健委应急
管理中心主任孟晋介绍道 ：“现
在， 我们区的平原地区平均反应
时间都在15分钟以内， 全区整体
平均反应时间也从20.66分钟缩
短至18.27分钟，急救半径进一步
缩短， 为辖区居民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随着急救站标准 化 建 设 ，
怀 柔 区 院 前 医 疗 急 救 各 项 重
点指标持续攀升 ，截至2021年10
月底， 院前医疗急救呼叫满足率
达98.47%、服务满意率达99.23%。
下一步，该区将以此为契机，合理
规划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布局，切
实满足百姓的急诊需求， 为公共
服务和城市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孙建国

“我体验、你上岗”

保障供暖期间锅炉运行安全

5家新建120急救站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