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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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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服贸会将打造近1万平方米元宇宙体验场景
本 报 讯 （ 记 者 周 美 玉 ）

2022年服贸会电信、 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专题展将于8月31日至9月
5日在首钢园10号馆、 11号馆举
办。 昨天， 记者从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 今年首钢园展区将打造近
1万平方米的国际一流的元宇宙
体验场景， 实现元宇宙体验展馆
的首次亮相。

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彭雪
海介绍， 专题展将布局通信和数
字技术、元宇宙应用两大主题馆。
其中， 通信和数字技术主题馆位
于首钢园11号馆， 包括通信基础

设施、云计算大数据、集成电路和
工业互联网、 特色展团等4个方
面， 全面展示信息通信领域的前
沿技术和发展成果， 展现上游技
术和设备支撑。 首钢园10号馆将
打造近1万平方米的国际一流的
元宇宙体验场景， 实现元宇宙体
验展馆的首次亮相， 展示综合应
用沉浸式交互式展陈技术。

据 《互联网周刊》 “2022数
字化转型推动企业100强” 日前
发布， 总部在北京的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共41家， 数量遥遥领先
其他省市。 据悉， 该榜单中前十

名头部企业中有过半企业参展，
41家上榜的北京数字科技企业大
多也已确定参展， 服贸会数字经
济饕餮大宴在首钢园整装待发。

企业方面， 处于算力综合传
播能力第一梯队的中国联通、中
国移动、中国电信、阿里巴巴将齐
聚服贸会， 分享他们在包括元宇
宙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应用赋能。

国之重器、 自主创新， 将是
服贸会信息通信展重要看点。 我
国CPU第一股龙芯中科、 石景山
崛起的工业互联网巨头东土科
技、 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的主战

场中关村房山园、 人工智能行业
领先企业智谱华章、 格灵深瞳等
将悉数参展。

今年服贸会信息通信展还特
别设置国际创新孵化展区、 专精
特新企业展示专区两个特色展
区， 来自英国、 美国、 德国、 日
本、 以色列、 瑞士等国家的20余
项创新科技成果将汇集国际创新
孵化展区 ， 包括智能工业传感
器 、 3D光学检测设备 、 透明显
示屏天线、 智能工业检测飞行机
器人、 轻型商务飞机制造等， 共
同助力数字经济建设国际化、 赋

能前沿科技成果落地。
除了现场的展台展示， 展会

采用 “线上+线下 ” 的体验方
式， 线下实景展和线上云展览融
合 举办 ， 利用 VR、 5G、 超 高
清、 实时直播云展厅、 云直播、
云互动， 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式
的体验。 目前已有北汽极狐、 金
蝶、 人大金仓、 东华软件等200
余家企业线上参展。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 近年来，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
门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
景。 目前， 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 电子税务局、 社保网上平
台、 银行远程开户等20余个业务
场景和自助服务终端等渠道， 均
支持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办理社
保、 不动产登记、 报税等业务。
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调用电子营

业执照使用量超过8000万次， 居
全国首位。

据了解，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
门为全部市场主体生成电子营业
执照， 超过160万户市场主体下
载应用电子执照， 占存量市场主
体七成以上。同时，新设市场主体
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套电子印章和
电子发票，实现“三大件”电子化
模式全覆盖。针对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无法到场办理的，市场监管

部门还提供远程下载服务。
此外， 北京还在丰富电子营

业执照集成服务功能上求突破，
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八类电子许
可信息归集到电子营业执照名
下， 实现电子执照和电子许可证
的联动展示查验。同时，实现变更
信息一键查询， 同步关联市场主
体“一照多址”信息和名称变更记
录，提高市场主体信息透明度。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2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
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将于8月14日举行。 记者
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 考
生须遵守北京市疫情防控规定和
要求， 从考前7天开始每日进行
体温测量、 记录， 并进行健康状
态监测， 监测有异常的考生要及
时向所在考点报告。

根据考试院发布的本次考试
疫情防控考生须知规定， 考生均
应按照考试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健
康状况监测， 提前做好准备。 建
议考生在考前7天 （8月7日-8月

13日） 内非必要不离京， 减少不
必要的聚集和流动， 做好个人防
护。 境外、 京外返京考生应符合
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进返京要
求， 方可正常参加考试。

考试当日， 考生本人的健康
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须未见异
常 （绿码）， 并提供纸质版 《北
京市2022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
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考生健康状
况承诺书》， 出示本人72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时体温检
测低于37.3℃， 方能参加考试 。
除接受身份验证外， 考生在考点
内应全程佩戴口罩。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团市委获悉， 2022年北京
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
者规模达到192人。 目前， 志愿
者已陆续赴西部各地到岗服务。

在团市委的指导下， 市志愿
服务指导中心自今年4月中旬启
动宣传招募工作以来， 共有63所
高校的1754人提出报名申请。 经
过资格初审、 校级推荐、 笔试面
试等环节， 共选拔出赴内蒙古、

河南 、 重庆 、 贵州 、 云南 、 广
西、 西藏、 甘肃、 新疆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等地的122名北京市
西 部 计 划 全 国 项 目 志 愿 者 ，
100%为党 （团 ） 员 ， 其中中共
党员占48%； 100%为本科及以上
学历， 其中研究生占31%； 54%
的志愿者来自双一流高校 。 此
外， 志愿中心还协助湖北等4个
省招募了70名西部计划地方项目
志愿者。

北京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全国领先
使用量超过8000万次 同等学力申硕考试前7天须进行健康监测

北京选派192名青年志愿者奔赴西部基层一线

■关注服贸会

本报讯（记者 盛丽）近日，北
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商业办公房
屋租赁网上登记备案的通知。 商
业办公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当事人
可在线填报并上传相关材料，填
报信息无误，可实现即时办理。

据了解，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效率，
让 “数据多跑路， 企业个人少跑
路 ”， 市住建委在6月14日发布
《北京市商业办公房屋租赁合同

示范文本》 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
发了商业办公租赁网上登记备案
系统， 实现商办租赁登记备案全
程网办 ， 减少企业现场办理环
节。 同时精简填报内容、 办理时
限， 当事人填报内容及上传材料
无误的， 可实现即时办理。

按照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 房屋租赁合同订立三十日
内， 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
房屋所在地建设（房地产）主管部

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商业
办公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当事人可
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
登录北京房屋租赁监管服务平
台，在线填报并上传相关材料，填
报信息无误的实现即时办理，当
事人可自行下载打印备案证明。

如不便开展网上办理的， 当
事人可携带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
材料及复印件前往租赁房屋所在
区住建 （房管） 部门开展办理。

本市商业办公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实现全程网办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8月3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 市疾控中心副主
任刘晓峰通报 ，8月3日0时至15
时，本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 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 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
控落位。

刘晓峰介绍， 该感染者通过
社会面核酸筛查发现， 现住怀柔
区龙山街道东关二区。 8月1日乘
坐G1557次列车抵京， 抵京后进
行常态化核酸检测， 报告结果为

阴性。 8月2日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扫码发现健康宝弹窗， 即到弹窗
人员核酸检测点进行检测，8月3
日报告结果为阳性， 当日诊断为
无症状感染者。

该感染者在返京途中全程规
范佩戴口罩， 抵京后第一时间进
行了核酸检测，主动向社区报备，
为及早发现和处置疫情赢得了时
间。倡导进返京人员抵京后，按规
定及时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科学
佩戴口罩， 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
尽可能减少与他人接触。

刘晓峰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
要切实履行个人防疫责任， 坚持
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
例地区旅行或出差， 按规定进行
核酸检测，进入社区（村）和公共
场所时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疫
措施。 请与官方公布的病例活动
轨迹有交集人员、 风险地区进返
京人员、接到外省（市、县、区）各
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为密切接触
者等风险人员，立即主动向社区、
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
隔离、居家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8月
3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 怀柔区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焦宝军介绍， 接
区疾控中心报告该区冠军苑核酸
采样点一单人单管样本检测结果
初筛阳性后， 怀柔区严格执行进
返京人员管理规定， 通过迅速行
动， 果断处置， 有效阻断疫情传
播。

怀柔区第一时间开展流调溯
源， 截至3日12时， 共判定密接
48人， 其中， 在怀密接45人， 已
全部落实管控。 上述人员抗原、
核酸结果均为阴性。 判定次密接
110人 ， 其中 ， 在怀次密接 108
人， 已全部落实管控措施， 核酸
检测结果待出。

经流调， 怀柔区划定风险区
2个， 其中高风险区1个， 共涉及

龙山街道东关二区平房区27个院
落189人， 上述人员和环境核酸
结果均为阴性； 划定中风险区1
个， 共涉及平房区98个院落1214
人 ， 已落实居家管控措施 ， 人
员、 环境检测结果待出； 共判定
风险点位5个， 涉及环境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对病例涉及海淀、
丰台及河北承德相关风险人员和
点位信息， 全部横转到位。

8月3日0时至15时本市新增1例本土感染者

怀柔区划定中高风险区各1个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获悉，
“2022北京绿色生活季” 将于8月
10日正式启动并与广大市民见
面。 活动为期一个月， 以 “绿色
消费低碳生活 ” 为主题 ， 围绕
“绿享生活、 绿动京城、 绿畅出
行、 绿唤未来、 绿助光盘、 绿色
金融、 绿游山水、 绿碳积分” 八
大板块主题组织开展活动。

据介绍， “2022北京绿色生
活季” 八大板块涵盖了居民生活
食、 住、 行、 游、 购各领域， 参

与主体包括苏宁 、 华为等20余
家， 联动北京市百余家门店及电
商平台。 活动期间各个板块将会
相继推出不同形式的活动内容和
优惠力度， 包括家电以旧换新、
新能源车试驾等多种活动。

“2022北京绿色生活季”将市
民减碳、 参与活动和绿色积分进
行结合， 市民参与活动的减碳量
通过“绿色生活季”小程序对外展
示。市民在获得减碳量后，还可以
获得绿色积分， 用来兑换活动提
供的丰厚奖品。

本报讯 （记者 边磊）8月4日
是七夕节， 圆明园将在 “星原数
艺”平台公开首发“创世徽章”“并
蒂圆明”两款官方数字藏品，正式
开启“圆明园元宇宙”。

据介绍， 这两款数字藏品巧
妙地融合了多个具有圆明园代表
性的文化元素， 并以新颖的创意
设计进行呈现。“创世徽章” 将限
量发行1707件， 象征圆明园兴建
之年；“并蒂圆明” 限量发行1999
件，寓意两情相悦，长长久久。

此外，8月4日，圆明园还将举
办以《圆明七夕：皇家园林、荷花
文化与七夕》 为主题的文化直播
活动。

2022北京绿色生活季8月10日启幕

圆明园官方数字藏品七夕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