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节装饰
“热”京城
1月17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记者昨天在京城部分大卖场看
到， 浓郁的新春气氛扑面而来，
随处可见兔元素的春联礼盒、 潮
玩年品礼盒以及春联、 福字、 窗
花、 红包、 挂件、 红灯笼、 中国
结等众多年节装饰， 市民争相选
购心怡的饰物， 将小家点缀得红
红火火。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京港地铁与国家图书馆共同
推出M地铁·图书馆第二十三期
主题公益文化阅读推广活动。 本
期活动以 “探寻文明的印迹” 为
主题， 1月14日至3月14日， 在16
号线国家图书馆站、 17号线次渠
站设置主题文化展， 将具有重大
历史文化价值的精品内容呈现给
乘客。

据了解， 京港地铁与国家图
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 在地铁
16号线国家图书馆E口处空间 ，
设置了 “探寻文明的印迹” 主题
展览区 ， 展出近20件文物仿制
品， 并将有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
“四大发现” 之称的殷商甲骨文、
居延汉简、 敦煌遗书、 明清档案

这些文献荟萃一堂。 同时， 本次
展览中复制了难得一见的清代
文、 武科 《小金榜》 《明永乐帝
敕》 《乾隆帝元旦开笔》 《甘露
二年丞相御史书》。 本次活动还
特别在京港地铁17号线次渠站站
厅设置了同主题的微缩展示区，
展示了部分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展品。

除了主题文化展览， 活动还
精选了10本历史文化类电子书
籍。 1月14日至3月14日期间， 在
京港地铁所辖部分车站内， 乘客
可通过扫描本期 “M地铁·图书
馆” 主题活动灯箱及京港地铁16
号线国家图书馆站、 17号线次渠
站的阅读空间中发布的二维码，
在线免费全本阅读精品书籍。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北
京首店经济的发展持续跑出加速
度。 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获悉 ，
2022年， 北京共有812家品牌首
店落地 ， ４年来 ， 北京共引进
2774家首店落地， 数量上稳居国
内首店经济第一梯队。

2022年， 北京引入全球首店
5家 、 亚洲首店1家 、 中国 （内
地） 首店31家、 北京首店775家。
从品牌属地看， 中国品牌714家，
占比约88%， 较上一年相比提升
了3个百分点 ； 国外品牌98家 ，
占比约12%， 共来自20个国家和

地区， 其中美国、 法国、 韩国品
牌最多。

餐饮依旧是首店经济中的第
一大业态。 2022年引入的首店中，
餐饮业态共470家，占全年新增首
店数量比重约58%； 零售业态位
居第二，占比26%，以上两大业态
合计占比约84%， 较上一年提升
了2个百分点。此外，休闲娱乐、儿
童体验、 生活服务业态各新增65
家、33家、31家， 合计达到129家，
占全年比重约16%。

从入驻区域看， 朝阳区共引
进433家首店落地， 占全年新增

首店数量过半， 以占比53%的显
著优势位居各区首位； 东城区引
进101家首店 ， 占比约12%， 位
列第二。 从商圈分布看， 新增首
店数量排名前10的商圈共引进首
店412家， 占全年新增首店数量
的51%， 其中， CBD商圈、 三里
屯商圈、 双井商圈位居前三。

2023年， 随着复工复产、 复
商复市持续推进， 北京消费市场
已呈现迅速恢复的态势， 同时，
2022年推迟入市的更新和新建商
场也将于2023年陆续开业， 将进
一步释放北京首店经济潜能。

稳居国内首店经济第一梯队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
日前从朝阳区获悉， 2023年， 该
区将在基层社会治理和为老服务
方面继续探索创新。 在社会治理
方面， 将建设更多全要素小区、
全景楼院， 建成10个市级社区服
务空间开放式示范点。 在养老服
务方面， 将新增家庭养老照护床
位建设不少于300张， 并支持引
导街乡建设区域养老联合体， 引
入各种为老服务资源。

据了解， 朝阳区全面深化党
政群共商共治， 加强街道议事协
商会议、 社区议事协商会议， 社
区议事厅、 小区议事厅等 “两会
两厅” 规范建设。 2022年朝阳区
搭建了各级议事平台4294个， 网

上议事厅1388个， 全年建成市级
社区议事厅示范点18个、 楼门院
示范点48个， 实现基层居民议事
网络覆盖。 “2023年， 我们将进
一步加大大型社区调整力度， 优
化调整20个大型社区， 进一步充
实社区工作者队伍。 开展社区治
理标准化建设， 打造安全健康、
设施完善、 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
样板， 做实基层议事协商会和居
民议事厅， 形成党委、 政府、 多
方主体共同协商、 共同参与、 共
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朝阳区委
社工委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据介绍， 2022年， 朝阳区全
年新增机构床位474张、 家庭照

护床位547张； 社区养老驿站17
个、 老年餐桌10个。 朝阳区目前
已搭建居家养老助医服务信息平
台， 依托养老机构、 养老驿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服务主体，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医护上门、生
活照护、 养老技能照护培训等多
项服务， 并通过专业家庭床位设
置、身体监测设备等产品的应用，
动态了解老年人身体状况， 提供
个性化精准服务。 2023年，朝阳区
将养老家庭照护床位纳入重点扶
持和监管范围， 计划全年新增家
庭养老照护床位建设不少于300
张， 老年餐桌10个。 并将继续支
持引导街乡建设区域养老联合
体， 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朝阳将建10个社区服务空间开放式示范点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昨天了解到， 北京数字文化馆整
合优质文化资源， 计划在春节期
间推出春节惠民线上直播、 全民
艺术普及系列课程、 全民艺术普
及月公益讲堂短视频、 90分钟系
列课程、 春节主题讲座、 春节年
画看年民俗展、 春节品阅节气·
慧迎新春科普展、 春节主题书籍
推荐、 文化志愿者 “送福到家”
活动、 文化志愿者 “科技助老”
活动共 “十大” 系列线上文化惠
民活动。

据了解， 北京市文化馆 （北
京数字文化馆） 计划在2023年春
节、 元宵节期间推出9场直录播
活动。 除夕到初七， 在北京数字
文化馆平台上将推出全民艺术普

及系列课程， 包括音乐、 舞蹈、
戏剧 、 曲艺 、 文学 、 美术 、 书
法、 摄影八大基础门类课程。 除
夕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 北京
数字文化馆将在各大新媒体平台
每日更新公益讲堂精华短视频，
包括民族歌舞等内容。 小年至正
月初七， 北京数字文化馆将在网
站和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90分钟
系列课程。 北京市文化馆在2023
年春节期间策划组织 “欢乐中国
年·十大春节主题讲座 ” 活动 。
北京数字文化馆将在2月4日立春
这天开展节气科普展 。 春节期
间， 北京文化志愿者将开展 “科
技助老” 活动， 教老年人使用智
能手机里必备软件。 活动以线上
形式展开， 共分7个短视频。

北京数字文化馆将推“十大”线上活动

2920名参赛选手竞技中实现服务升级
北京市第十二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总结表彰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 由北京市商务局 、 市人社
局、 市总工会、 市妇女联合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主办， 15家行业
协会联合承办的 “北京市第十二
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活 动 总
结表彰会暨第十三届技能大赛
启动会” 以线上直播形式举办 。
共计推荐 2920名选手参加行业
选拔赛 ， 大赛的成功举办 有 力
推 动 了 北 京 服 务 在 竞 技 中 升
级。

本届大赛共设置21个竞赛项
目。 共有来自741家集团企业的
1957家门店报名参赛 ， 39265名

员工参加了企业内训、 赛前培训
及岗位练兵活动， 参赛企业共推
荐2920名选手参加行业选拔赛。
市级决赛期间， 来自162家企业
的280名选手参加决赛。 经过理
论知识、 实操技能考核， 以及考
察选手综合服务技能， 最终决出
冠、 亚、 季军选手78名， 优胜奖
21家， 优秀组织奖18家， 优秀工
作者18名。

据了解， 本次总结表彰活动
走进参赛企业， 探寻冠军选手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的风采， 全面
展示冠军选手刻苦钻研、 默默奉
献的精神以及练就的服务消费者

的过硬技能。 同时深度挖掘冠军
选手所在企业以良好的内部培
养、 选拔人才机制， 使优秀技能
人才在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典型案
例。

表彰会上， 启动北京市第十
三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 据了
解，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
自2009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 已
成为北京市提升服务质量的品牌
项目， 是北京市商业服务业领域
规模最大、 涉及工种最多、 社会
影响力最广的竞赛练兵活动， 为
首都商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优秀技能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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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去年共有812家品牌首店落地

新增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建设不少于300张

京港地铁邀乘客“探寻文明的印迹”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昌平区了解到，2022年，天
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共接待市民
33.6万人次 ， 通过组织阅读 、演
出、展览等活动，多维度满足回天
居民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回天三年行动计划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补短板的重要民生
项目之一，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
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 将精神生
活融入市民家庭生活里 。 2022
年，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组织市
民欢度了 “团圆回天 ， 幸汇邻
里” 元宵活动； 在世界读书日前

后举办了一系列图书沙龙、 图书
市集， 让市民淘到了不少好书；
举办中秋游园市集活动， 市民穿
上汉服， 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节
日； 一场经典名曲弦乐演奏会，
让市民在家门口大饱耳福 。 此
外，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新开业
书厨餐厅， 每个周末也涌入了不
少亲子家庭。

下一步，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
心将继续为市民提供高品质文化
活动， 形成回天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新模式，真正成为“长在社
区生活里的文化艺术中心”。

回天居民“家门口”享精神文化大餐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去年接待市民超33万人次

(上接第１版) 今年工会工作要重
点把握好在大局中谋划， 坚持高
站位； 在统筹中推进， 实现高质
量； 在实践中创新， 把握高标准
等三个原则。 要重点在四个方面
发力 ， 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工
作， 坚定信念把牢政治方向； 持
之以恒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
用；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工会维权
服务工作， 着力提升职工生活品
质； 加强职工队伍风险隐患排查
化解， 切实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

会议要求， 要始终坚持自我
革命的政治品格， 以昂扬奋进的
精神状态推动首都工会工作再上
新台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
出， 要深化工会等群团组织改革
和建设 ， 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 各级工会要将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履职尽责贯通
起来，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强化制
度意识， 维护制度权威， 严格制
度执行 ， 在思想淬炼 、 政治历
练、 实践锻炼中提高履职尽责能
力。 要深入推进工会系统党的建
设 ， 扎实开展 “区级工会加强
年” 专项行动， 不断加强工会干
部队伍建设。

会议要求， 春节即将到来，
全市各级工会 要 做 好 “两 节 ”
送 温 暖 工 作 ， 按照 “广泛覆
盖、 聚焦重点、 突出特色” 的原
则，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
心坎上 。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
整、 全市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各
级工会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安全
生产、 风险隐患排查化解等各项
工作。

会上 ， 各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作交流发言。 北
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以及市总
工会机关各部门、 各产业工会负
责人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