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11月
22日， 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
在北京成立 ， 首批成员为具有
“头部” 引领地位的16家科技文
化场馆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社会组
织，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被
推选为联合体首任主席。

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是
由中国科协倡导成立的非独立法
人的社会组织， 首批成员包括故
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
国美术馆、 中国地质博物馆、 中

国科技馆、 上海科技馆、 敦煌研
究院、 北京自然博物馆、 国家海
洋博物馆、 中国物理学会、 中华
医学会、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
会 、 中国科协-北京大学 （联
合） 科学文化研究院、 中国科协
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中国公众
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和世界公众
科学素质组织筹备委员会。

据介绍， 联合体致力于推动
科技类场馆、 文化类场馆、 社会
组织、 研究机构之间纵横联动 、

跨界合作与融合发展， 通过搭建
资源共享平台、 开展学术交流、
研发展览展品、 策划大型科学文
化活动等形式， 提高公民科学文
化素质。 同时， 联合体将围绕社
会文明和科技文化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 结合工作实践深入开展学
术研究 ， 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
撑， 并合力推出丰富的科技文化
资源和公共服务产品， 形成可持
续的科技文化跨界系统与研发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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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记者从市选举工作办公室获悉，
本市新一届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
表依法足额选举产生。16个区共
选出区人大代表4898名， 各乡镇
共选出乡镇人大代表11137名。

市选举工作办公室介绍， 这

次换届选举， 选举区人大代表的
选区共登记选民948.75万人， 参
加投票选民914.57万人， 参选率
为96.40%； 选举乡镇人大代表的
选区共登记选民326.85万人， 参
加投票选民314.20万人， 参选率
为96.13%。

当选的4898名新一届区人大
代表中， 政党团体推荐当选1016
人， 占20.74%； 选民10人以上联
名推荐当选3882人 ， 占79.26%。
中共党员代表3358人，占68.56%；
妇女代表2004人，占40.91%；少数
民族代表417人，占8.51%；党政领

导干部代表655人， 占13.37%；基
层代表2145人， 占43.79%； 连任
代表1669人， 占34.08%。

当选的11137名新一届乡镇
人大代表中， 中共党员代表7480
人 ， 占 67.16% ； 妇女代表 4942
人 ， 占 44.37% ； 少数民族代表

643人， 占5.77%； 连任代表3739
人， 占33.57%。

目前， 各乡镇正在陆续召开
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各区将于
12月中旬召开新一届人大一次会
议， 选举产生新一届区、 乡镇国
家机关领导人员。

本市新一届区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16个区共选出区人大代表4898名 各乡镇共选出乡镇人大代表11137名

(上接第１版)深入领会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 引导各级
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牢记“国之大者”，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把工会系统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要加强学习培训， 把学习六中全
会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任
务， 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全面
系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
涵与核心要义。要大力宣传宣讲，
围绕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抓住新时代这个重点， 结合 “四
史”宣传教育，聚焦思想引领，面
向基层一线、职工群众，充分发挥
主流媒体和工会宣传舆论阵地作
用， 发挥工会民间外交作用， 全
方位 、 多层次宣传解读全会精
神。 要把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
与推动工会各项重点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 按照 《中国工运事业和
工会工作 “十四五” 发展规划》
部署要求， 抓好全会精神在工会
系统的落实落地。

《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从
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新
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
展。要把牢工会工作正确方向，通
过扎实有效的工作， 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 具体地落
实到工会各项工作中去， 把党的
意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职工群众
中去。要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近职工身

边、走进职工心里，引导广大职工
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
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 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努力做到学
以致用，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会
工作创新发展的实际成效。

《通知》指出，各级工会要组
织广大职工建功立业， 广泛深入
持久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
竞赛、群众性创新活动，努力打造
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产业工人大军，深入开展“中国
梦·劳动美”“劳动创造幸福”主题
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
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
动。 要不断增强工会维权服务实
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做好职工
劳动经济权益维护工作， 切实解
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
题， 继续抓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思想引领、建会入会、维权服务、
维护稳定等工作。 要切实维护劳
动领域政治安全， 坚持一手抓引
领构建、一手抓防范化解，坚持维
权与维稳相统一， 以实际行动把
“五个坚决”要求落到实处。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深
化工会系统改革创新， 围绕增强
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这条主
线，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
会工作体系，把激发基层活力、夯
实基层基础作为推进改革的重点
和关键，加快智慧工会建设，打造
工会工作升级版。 要加强工会系
统自身建设，以深化“忠诚党的事
业、竭诚服务职工”模范政治机关
创建为抓手， 全面提高工会系统
党的建设质量； 常态化开展工会
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 不断
增强群众工作本领， 增进与职工
群众的感情。 （郑莉）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
老龄协会联合发出 《致全市老年
朋友一封信》， 呼吁全市老年人
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信中倡议， 老年朋友要积极
参加老年健康教育大课堂， 通过
电台、电视台、报纸、自媒体等途
径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知识， 掌握
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提高疫情防
控意识。定期开窗通风，合理适度
的身体锻炼。 年轻家庭成员要指
导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 引导老
年人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积
极融入智慧社会， 让老年人对智
能设备会用、敢用、想用。 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 老年人要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正确佩戴口罩，主动
扫码登记， 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商
场、车站、公共浴室、棋牌室、麻将

馆等公共场所， 如果近期去过疫
区，或与新冠患者、疑似感染者有
过接触，要主动向社区（村）报告，
配合做好防疫调查工作， 做家庭
和社会的表率。

信中倡议， 应尽快尽早， 接
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即使不常出门 ，
家庭成员也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
风险带至家中。 研究数据显示，
接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死亡率、
80岁及以上老人的住院率均有大
幅度降低。 临床试验证明， 我国
新冠疫苗安全有效， 能对老年人
产生良好的保护作用， 老年人接
种疫苗获益更大。 60岁及以上人
老年人因为基础疾病较多， 感染
新冠病毒后， 重症率和死亡率远
高于年轻人。 我市各疫苗接种点
为老年人开设 “老年人绿色通
道” 等便捷措施， 老年人在接种

时只需携带好身份证件， 向医生
主动说明健康状况和近期服用的
药物信息， 并根据防控要求， 做
好个人防护， 即可快速便捷完成
接种。 本着对自己、 对家人、 对
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倡导老年
人积极行动起来 ， 接种新冠疫
苗,做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信中还指出老年人要科学就
医，避免交叉感染。慢性病患者尽
量减少去医院次数， 病情稳定时
不去或少去医院，病情有变化时，
优先选择与家庭医生或与原就诊
医生联系， 可采取远程和线上医
疗咨询。必须去医院时，减少陪同
人员就诊， 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建议乘坐私家车和出租
车前往。全程正确佩戴口罩，检查
和取药时保持前后1米线距离，就
医后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避免接
触其他人员， 做好自我观察。

11月23日2时10分， 随着首趟检测试验车55003次从北京丰台站发
出， 标志着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联调联试正式开始， 车站开通运营进
入倒计时阶段。 据了解， 本次联调联试区段为北京西站———杜家坎线
路所———北京丰台站———丰台动车所。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10月北
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月
均浓度25微克/立方米，创北京市
有 PM2.5监测记录以来秋冬季
（10月至次年3月） 单月最低。1月
至10月 ，PM2.5平均浓度为32微
克/立方米，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继续保持最优。

秋冬季是污染物排放相对较

大，且气象条件不利的时段。10月
下旬， 发生了2次空气污染过程，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
下，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在强化常
态化、精细化监管的基础上，聚焦
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街道 （乡
镇）、 热点网格高值区等重点区
域，重型柴油车、施工工地等重点
领域，夜间等重点时段，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加强宣传引导，严厉查

处各类大气环境违法行为。 经过
全市共同努力， 有效减缓了污染
积累速度、降低了污染峰值，最终
未出现重污染日。

下一步， 北京市将持续深化
“一微克” 行动， 针对秋冬季季
节性特点， 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 狠抓减排措施落实
和污染过程应急应对， 推动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

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三部门联合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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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北京PM2.5创秋冬季单月有史以来最低记录

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在京成立

本报讯 （记者 任洁）记者昨
天从市教委获悉， 经专家评委综
合评定， 北京大学王绍鑫、 清华
大学叶慧燕 、 北京师范大学殷
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毅、 北
京科技大学高爽、 北京化工大学
吴星、 中国传媒大学安明泰、 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毕帆、 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王璐、 北京联合大学刘
欣欣等10人荣获2017-2021年度

北京高校 “十佳辅导员”。
本次高校 “十佳辅导员” 评

选包括学校推荐、 专家初评、 现
场复评等程序， 根据各高校提交
的51名 “十佳辅导员” 推荐人选
申报材料， 经过专家书面评审，
推选出20名入围候选人参与现场
评审。 评审展示会包括个人事迹
视频展示、 案例分析专业素质展
示和党史宣讲专项工作展示三个

环节， 全面展示和考察辅导员的
个人事迹、 理论水平、 工作能力
等。

“十佳辅导员” 评选活动每
五年评选一次， 旨在全市高校
树立一批辅导员先进典型， 带
动更多辅导员用心用情、 精细精
准做好工作， 当好学生健康成长
成才的 “知心朋友 ” 和 “引路
人”。

2017-2021年度北京高校“十佳辅导员”评选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