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者
近日从密云获悉， 今年该区将开
展生物多样性摸底调查， 为进一
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和提
升监管水平打下重要基础， 预计
10月份完成相关工作。

据了解， 密云区在开展物种
生境保护工作的同时， 对大型涉
禽栖息地恢复工作做到“保水”与
“护鸟”统筹兼顾，并在全市率先
启动野生动植物本底调查， 编制
出北京市首个区级野生动物资源
名录 《北京市密云区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据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局
长兰天介绍，2023年，该局将抓住
“生物多样性之都” 建设契机，联
合相关单位和部门开展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 物种调查涉及陆域
高等植物、大型水生植物、哺乳动
物、鸟类、两栖类、爬行类、昆虫、
鱼类、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藻
类、 浮游动物等。“在摸清密云区
生物多样性本底， 掌握生物多样
性状况的基础上， 还计划编制密
云区生物多样性观测方案， 为今
后开展长期观测工作提供依据。”

密云将开展生物多样性摸底调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由首都图书馆、 北京市图书
馆协会、 北京市各区图书馆共同
主办的 “悦读阅美———2022年请
读书目” 主题展亮相首都图书馆
B座二层引航厅 。 《一日三秋 》
等30种图书作为 “阅读之城” 图
书推荐活动评选出的 “2022年请
读书目” 在现场展出。

本次展览是第九届 “阅读之
城” 图书推荐活动的成果展示。
经过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与多位

文化学者两轮评选， 再结合多家
书业机构排行榜， 最终形成了这
份 “2022年请读书目”。 借助北
京市公共图书馆的广泛影响力，
该书目将以主题展览 、 文化讲
座、 图书专架等多元形式在全市
范围进行推广。 展览详细介绍了
“2022年请读书目” 并配有实体
书籍供读者翻阅。

首都图书馆还为读者提供了
在线观展渠道， 可登录阅读之城
官方网站进行观展。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2022年
度北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主
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落幕， 一年
来， 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了退休
人员的热烈欢迎。

北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
主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主要有
三大系列活动，包括：开展庆祝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系列活动，引

导全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学党
史、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结合
北京市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开
展了“牵手双奥·活力京颐”系列
活动，搭建了传递体育精神、展示
退休人员风采的舞台； 举办第三
届“京颐杯”书法绘画摄影展系列
活动， 鼓励退休人员积极参与首
都文化建设、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三大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 “双

融共办”模式开展，全市退休人员
参与活动总人次超过7800万。

下一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将继续以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目标， 不断
优化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服务流
程， 创新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宣
传教育和文体活动， 持续提升新
时期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线上线下“双融共办”模式开展 参与活动总人次超7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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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主题宣教活动落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指
导， 北京市文化馆 （北京文化艺
术活动中心、 北京文化旅游志愿
者服务中心）、 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文联、 北京书法家
协会主办的 “我们的中国梦 文
化进万家” ———2023首都市民系
列文化活动北京文化志愿者 “送
福到家”暨“我家春联我来写”活

动走进北京站。 来自北京书法家
协会的8名书法家挥毫泼墨书写
福字和春联，送给旅客。

“送福到家”活动是北京市文
化志愿者品牌活动， 至今已成功
举办14届。据了解，此次“送福到
家”系列活动以征集优秀春联、赠
送春联福字年画、 联合各区开展
系列“送福”活动形式，面向全市
公共文明引导员、 首都医务工作

者、 快递行业从业人员、 驻京部
队、公安干警、村镇居民、“回天地
区”社区居民、教师、高科技人才
及敬老院等十个重点人群开展活
动。除北京站现场活动外，全市16
个城区文化馆、20个文化志愿者
服务分中心、21个文化志愿者服
务分队通过各种形式开展 “送福
到家”系列活动，覆盖全市10万余
名群众。

文化志愿者“送福到家”活动走进北京站 第九届“阅读之城”请读书目展亮相首图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盛丽）
近日，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策
划推出的“2023欢乐春节 畅享京
城”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配合
本次活动 ， 高德地图同步上线
“2023欢乐春节 畅享京城”专区。

即日起， 北京市民及游客打
开高德地图，进入活动专区，就可
以看到“北京热门景区”和“精选
酒店”。互动专区内，超300家北京

市热门景区景点， 以丰富详实的
展示信息， 为北京市民及游客春
节出游提供更为多样的选择。此
外，活动期间，市文化和旅游局将
联合高德地图打造千万元级别的
专属出行补贴， 即日起至2月5日
（农历正月十五）， 北京市民及游
客通过高德地图APP扫描二维码
即可领取100元打车礼包，在打车
出行时自动抵扣车费。

市文旅局联合高德地图发放千万元出行补贴

本市发布2022年第三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
8个项目已开工 房源共计8083套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市住建
委、市发改委、市规自委近日联合
发布 《关于发布2022年全市第三
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的通
知》。记者了解到，去年第三批保
障性住房中已有8个项目开工，房
源共计8083套。此外还有6个项目
纳入了保障性租赁房管理。

根据 《通知》，2022年全市第
三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涉
及的8个项目均为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其中包括2个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建设项目 ， 房源共计
4161套；5个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
项目， 房源共计2507套；1个产业
园区配套用地建设项目， 房源共
计1415套。 同时，6个筹集的租赁
房项目也将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
管理，涉及房源6558套，均为存量
住房改造转化类项目。 目前，6个
项目均已建成，6个项目中有3个
项目位于海淀区。其中，海淀区芳

怡园项目将有275套房源纳入保
障性租赁房管理， 学院路北端项
目将有179套房源纳入保障性租
赁房管理， 房源最多的是位于朝
阳区的马泉营车辆段租赁房项
目，有2890套房源。

市政建设计划将与建设项目
同步编制，对应计划内的8个开工
项目和6个纳入规范管理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 共涉及市政道路
19条，总长度约7.6公里。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清水公路
综合检查站、南山村综合检查站、
罗庄综合检查站建设工程项目建
议书。

据了解， 清水公路综合检查
站项目是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
配套综合检查站， 位于门头沟区
清水镇、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南
侧，距市界约8公里，按照一级综
合检查站标准建设， 总占地面积
4.9公顷。 罗庄综合检查站项目是
通清路配套综合检查站， 位于通

州区漷县镇罗庄村东南侧规划通
清路东侧, 按照二级综合检查站
标准建设， 总用地面积1.3公顷。
南山村综合检查站项目是东南路
配套综合检查站， 位于平谷区南
独乐河镇南山村， 现状东南路东
侧，距市界仅67米，按照三级综合
检查站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6
公顷。 三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均
包括综合业务楼、 安检大厅、治
超、动检、环保用房等，并同步实
施市政设施等工程， 预计今年上
半年开工。

本市将建3个综合检查站 预计上半年开工
昨天， 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

公司材料供应中心楼内热闹非
凡， 一场迎新春系列活动正在进
行。 此次活动分为五个板块， 既
有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猜灯谜、 套
圈等群众性强的活动， 又有符合
年轻人特性智慧型娱乐项目 “杯
杯接力赛”， 让公交职工提前感
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张鹏 摄影报道

快乐迎新春

“社区互助小蓝箱”满足市民用药需求
近日，贝壳联合北京链家线下部分门店设立共享药箱试点“满月”。

链家门店经纪人通过发动社区居民将富余药品放入门店共享药箱之
中，供急需药品的市民使用，满足市民应急用药需求。目前，贝壳率先筹
集到的第一批共计30余万元的药箱、药品等物资已支援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俏皮
可爱的生肖兔窗花、 喜气洋洋的
中国结、 威风凛凛的道旗……随
着春节的临近， 北京颐和园主游
览线路已换上新春的节日盛装，
万余盏中式灯笼将古老的皇家园
林衬托得年味十足。 据了解， 新
春佳节， 颐和园将举办迎春文化
展览， 游客既能尽享冰上运动的
乐趣 ， 还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东宫门明艳的 “春” “节”
字符， 让游客未进公园大门就感
受到节日气氛。 仁寿殿广场的龙
爪槐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 游
客一进园便沉浸在红火喜庆的氛
围中。 最具人气的当属颐和园冰
场， 颐和园冰场是北京市区内最
大的天然冰场， 今年开放35万平
方米， 可以容纳近4000人。 据颐
和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冰
上项目均以健身、 娱乐为主， 适

合青少年与儿童参与。 今年冰场
首次启动线上预约系统， 游客提
前预约购买颐和园门票与冰场
票， 按照预约时间前往。

据了解， 为方便游客咨询与
问询， 冰场每个出入口设游客服
务站， 冰上设30名安全巡视员 ，
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服务与帮
助 。 冰场将开放至2023年2月4
日， 具体开放时间还将视气温及
冰面厚度情况。

颐和园将举办迎春文化展览
35万平方米冰场开放至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