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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侯建宁）日前，市总工
会、朝阳区总工会和东湖街道总工会共同
举行美团（北京）骑手恳谈会，骑手代表与
美团平台企业方代表经协商达成共识，签
署了《美团（北京）骑手恳谈会会议纪要》，
形成了包括5项行动、20条举措在内的关
爱计划，将惠及全市在美团平台从事外卖
送餐工作的4万名骑手。

恳谈会上，来自美团（北京）望京站、
顺义北站、马连洼站、昌平金隅站的一线
外卖骑手代表向企业方代表讲述送餐中
遇到的困难，以及外卖骑手普遍关注的代
表性问题。企业方代表对骑手代表的诉

求一一给予了回应。
经过充分沟通协调，骑手代表与美团

平台企业方代表经协商达成共识，形成了
《美团（北京）骑手恳谈会会议纪要》。该
会议纪要形成的关爱计划，围绕权益维
护、算法优化、温暖关爱、技能提升、安全
守护 5项行动，包含保障骑手接单最低报
酬权益、建立骑手容错机制、动态调整配
送时间、为一定比例的骑手提供免费体
检、为骑手提供升职或转岗机会、建立帮
扶救助基金等20条具体措施。

其中优化算法措施明确，在用户下单
时，订单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由之前的

“时间点”变为“时间段”；在动态调整配送
时间中明确，如遇联系不上用户、商品超
重、恶劣天气、交通拥堵、社区入口封闭及
电梯等候时间过长等特殊情况时，可适当
延长配送时间，为骑手留出不少于 8分钟
弹性时间，保障骑手安全行驶。

关爱计划还提出，对在工作中见义勇
为、助人为乐、无交通违法行为的骑手可
评选“先锋骑手”，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将继
续建立健全常态化民主沟通协商机制，推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相关举措落地
落实，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马宇晗）近日，
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蓝色港湾国
际商区举办博物馆进商圈活动，通
过馆藏珍品巡展、文创商品展卖等
多种方式，打造沉浸式、共享型、多
元化的朝阳商圈文化空间，把丰富
的区域文博资源分享给市民。

此次活动集结了多家区域文
博资源，分为博物馆馆藏珍品展览
和博物馆优质文创展卖两大部分
展开。各博物馆展区各具特色，中
国紫檀博物馆将老北京朝阳门“微
缩”成一个集历史、建筑、技艺、文
化为一体的紫檀艺术景观，再现老
城原貌和古韵；北京金台艺术馆不
仅展出了艺术家袁熙坤的十二生
肖雕塑作品，还展出了冬奥主题雕
塑作品；北京陶瓷艺术馆开展了拉
坯成型亲子文化体验课等特色活
动……

此外，各博物馆还用艺术赋能
商业文创活动，展出了各自的文创
产品，如观复猫盲盒、陶瓷茶具、京
八件，以及图书、文创模具等，独具
文化魅力和艺术感。

“今年，我们将开展博物馆进
商圈、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工地‘五进’工程。此次博物馆进
蓝港是其中之一，时间持续至 9月
底。”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区还将结合国庆、重阳、元
旦等节点，组织更多的区域博物馆
资源，走进三里屯、颐堤港等商区，
拓展传统文化传承手段，使文博与
时尚消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相结
合，推动更多“私家珍藏”走向“全
民共享”，使博物馆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

三级工会齐发力 关爱骑手见行动博
物
馆
进
商
圈
打
造
多
元
文
化
空
间

本报讯（记者陈芳芳）
近日，由区委组织部联合区
司法局举办的 2022年朝阳
区处级干部法治政府建设
培训班开班。通过培训，进
一步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
策、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是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近年来，朝阳法
治政府建设呈现出全面提
升、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
2020年，我区被命名为首批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

开班当天，来自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教授王春玺，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
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为主
题，为现场处级干部上了精
彩的第一课。接下来，培训
班还将邀请专家、学者，分
别围绕“宪法意识与依法行
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数字化与政府治理
能力变革”等内容进行授
课，提高处级干部的法律素
养，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
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不断提升我区社会治理
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强的法
治保障。

处级干部集中“充电”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园位于中关村朝阳
园西区，是培育扶植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创
业园区，园内中小微企业的比例高达 90%。
这类企业虽然发展速度飞快，但是抗风险能
力不足，有的因疫情影响，经营成本负担加
重。为了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作为望京留创
园的运营单位区属国有企业北京望京科技
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打出政策服务“组合
拳”，今年以来已为园区企业减免房租
1022.65万元。

落实政策解难题

疫情期间，部分企业按照政策要求居家
办公，生产经营也因此受阻。房租减免政
策，在此时成了很多企业的“及时雨”。

“由于公司很多业务都需要线下开展，
疫情发生后，公司业务受到影响。”园区企业
北京博汇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邱慧琴告诉记者，无意间在新闻上看到
有相关减免政策出台后，她便第一时间咨询
了园区。“我们正在制定相应的房租减免政

策，出来后会第一时间通知。”得到园区工作
人员的答复后，邱慧琴踏实不少。

针对房租这一痛点，望京留创园积极
落实区里相关减租方案，迅速成立专项工
作小组，第一时间梳理政策流程、建立企业
台账、确定减免方案，对房租减免工作全程
监管，确保减免工作合法、合规、高效、精
准。

不久，邱慧琴便接到了园区工作人员的
电话，通知企业可以办理相关手续，申请了
房租减免。“半年60多万的房租减免，对企业
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邱慧琴告诉记者。

为确保房租减免工作的精准度，望京留
创园还利用数字化服务优势，通过自主研发
的“腾飞·赋智园区智能评价系统”，打通第
三方平台对企业填报的各类数据信息进行
精准核查。利用数字台账系统的人工智能
算法，快速、准确计算出企业减免租期、面
积、金额，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全面、稳步
推进房租减免工作，真正做到应减尽减。截
至目前，园区已完成88家企业的减免协议签
订工作，涉及减免面积 16415.42平方米，减
免房租1022.65万元。

惠企纾困优服务

9月7日，《8月起，哪些大事与你有关？》
主题人力讲堂开讲；9月21日，《业务招待费

的税前扣除要注意什么？》主题财税讲堂开
讲；9月22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创新
发展之路及国家对于“小巨人”企业的扶持
的政策解析》主题政策公开课开讲……为推
进政策直达快享，望京留创园以“赋能聚力
领航前行—助企纾困”为主题推出系列公开
课，邀请行业专家团队，围绕中小企业复工
复产、创新发展等面临的困难和需求，开展
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性的课程分享和
专业指导，帮助企业用好政策。

系列公开课包含人力、金融、法律、政
策等方面，既有帮助企业家在梳理企业营
销、战略模式类课程，也有提升企业员工
办公技能类课程。园区还联合未来论坛
举办“资本有约”活动，邀请红杉资本、五
源资本、创新工场等知名投资机构，为创
业者开辟新的发展渠道，实现优质项目与
投资人高效精准对接，以解决疫情下企业
遇到的资金周转困难、资金链收紧等问
题。

赋能提质助发展

望京留创园目前有各类专精特新企业
26家，其中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9
家，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家。今年 4月，望
京留创园正式发布区域和领域内的首个园

区版“专精特新”企业专属服务方案——“特
精心”，通过高科技“特”色孵化、多方位“精”
准匹配、一对一安“心”服务，赋能企业发展。

“为扶持企业渡过难关，我们经过将近
半年时间的挖掘、分析、调研，整合内外部生
态力量，正式发布《望京留创园特精心（1+
4+N）“专精特新”千万资源服务包》。”北京
望京科技孵化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特精心”服务包以特色、精准、安心为服
务宗旨，构建了一个“1+4+N”的服务体系：

“1”为核心特色服务；“4”为围绕“专精特新”
企业的痛点、难点，提供专业化的研发服务、
精细化的人才服务、特色化的金融服务及新
颖化的市场服务；“N”为基础安心服务，满
足企业的基本需求。

“特精心”服务包覆盖房租减免、政策
补贴、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上市融资等近
50项精准服务。为确保服务包顺利落地，
园区还组建“特精心”专属服务团队，为企
业提供答疑解难、项目申报等全流程的管
家式服务。

截至目前，望京留创园“特精心”服务包
已为园区 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 40余项服
务，减免部分房租及服务费。

“望京留创园会继续以实际行动为中小
微企业纾困解难，进一步践行国有企业的使
命和担当。”北京望京科技孵化服务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政策服务“组合拳”惠企助发展
记者 张慧娇

这十年这十年朝阳朝阳

日前，我区开展主题为“喜迎
二十大，科普向未来”的全国科普
日系列活动。区科协联合辖区各
委办局、街乡、科普场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开展主题展
览、科普嘉年华、健康知识讲座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朝阳群众带来
沉浸式的科普之旅。

主题展弘扬科学家精神

2022年全国科普日朝阳区主
场活动暨“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
题展在北京奥林匹克塔启动。活
动现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
展通过 100 余幅图片、30 余件展
品，结合真实案例，从“科学无国
界，科学家有祖国”“在独创独有上
下功夫”“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
兴国”等角度，全方位呈现科学家
们对党对国家的忠心、对人民对事
业的爱心、对祖国未来的信心，进
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知
识、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
围。该展览还将在我区多个街乡
进行展出。

活动中，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总工程师、探月三期工程副总设
计师孙为钢，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干货满满、趣味十足的航天科

普课，普及航空航天知识，传播航
空航天科学家自主创新、不畏艰辛
的科研精神。

“通过听讲座和观看展览，我
对科学家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
科学家，我现在要好好学习，为实
现梦想努力。”三年级学生薛梓涵
说道。

志愿者带居民科普互动

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朝
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
队科普宣传志愿分队的志愿者带
领居民体验了“防恐应急科普演
练”“魔幻科学秀”“玩转智能手机”
等科普互动项目。在“防恐应急科
普演练”中，志愿者带领居民现场
模拟了跟踪尾随、抢劫、爆炸等事
件的过程，让居民在参与中掌握逃
生自救的基本技能，提高对危险情
况的分析、预判和规避能力；“魔幻
科学秀”让居民们了解二氧化碳的
升华现象，见证易燃气体丁烷的威
力，感受碘虽然有颜色，但碘离子
却没有颜色的神奇；“玩转智能手
机”项目吸引了很多老年人的目
光，他们跟随志愿者学习如何使用
微信。

嘉年华科普活动受欢迎

豆各庄地区举办的科普嘉年
华活动，内容丰富、趣味十足。

活动现场，益智玩具、万花筒制
作、脑科学游戏、趣味科学擂台赛
等 30 多种互动体验深受观众喜
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的专家还为居民开展了健康科

普讲座，讲解了颈椎病、骨质疏
松症的防治，以及如何用中医调
理肥胖症，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生
活理念。
（赵慧慧 陈芳芳 叶婷 王嘉樾）

全国科普日朝阳开展系列活动

朝阳群众体验科普之旅

北京健康宝弹窗③是
时空关联排查人员弹窗。
如果收到这个弹窗，根据相
关流调数据，您可能与京
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风
险点位、风险人员等有时
空关联，需进行风险排查。

收到北京健康宝弹窗③怎么办？

本报讯（记者张慧娇）
日前，“2022黑珍珠餐厅指南
餐饮洞见峰会华北站”暨朝
阳精致餐饮发展论坛举办，
美团黑珍珠餐厅指南发布了
《2022中国精致餐饮报告》。

黑珍珠餐厅指南是
2018年美团发布的首份提
出“中国味蕾”标准的美食
指南，评价标准主要涵盖烹
饪水平、体验感受、传承创
新三个维度。如今，黑珍珠
不仅为高品质消费者提供
决策参考，也成为展现城市
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活动中，黑珍珠品牌代
表分享了运营管理经验。
发布的《2022中国精致餐饮
报告》展现了兼容并蓄的国
内精致餐饮消费市场全貌，
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精致
餐饮市场规模相比 2020年

增长接近40%，发展正处在
大众接受期。

据了解，北京的黑珍
珠餐厅数量连续四年增
长，朝阳区更成为全国精
致餐饮新高地。截至 2022
年 6月，朝阳区精致餐饮门
店已达到 345家，占北京市
总量（606 家）的 56.9%，比
2020年增长 42家，总体数
量呈现上涨趋势。

“针对入选国际知名
榜单的餐饮企业，我们会
给予相应奖励。”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科长韩栋
表示，朝阳区将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发展
精致餐饮，助力提升餐饮
企业的高端化、国际化、数
字化水平，为朝阳区打造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
承载区作出贡献。

朝阳成精致餐饮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张慧娇） 9月 22日至
25日，“万阅典藏”2022潘家园第四届古
旧书博览会将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举行。
此次书博会上，梁启超家书、明嘉靖白绵
纸刊本《南华真经》、清乾隆元年武英殿刊
本《日知荟说四卷》等珍稀名人墨迹、重量
级古籍善本藏书将亮相，让市民享受淘书
乐趣，感受古旧书魅力。

2019年，潘家园联手孔夫子旧书网共
同打造“万阅典藏”潘家园古旧书博览会，
至今已成功举办 3届。博览会凭借展出
丰富且高品质的古籍善本等，迅速成为古
旧书界招牌展会，是全国书商及古旧书收

藏爱好者每年最为期盼的线下活动之一。
本届书博会设立四大主题展区，展售

书品中古旧书占比为65%。其中展出的清
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后汉书》，共二十八
册二百二十卷，其开本之大方、刊刻之工
致、纸张之优良、墨色之光泽，堪称尽善尽
美，而且二十八册均保存较好，十分难得；《南
华真经》又名《南华经》，此次展出的为明嘉
靖白绵纸刊本，版心上方有“世德堂刊”四
字，刊刻极精，字体方正而灵动。这些珍稀古
籍将让市民感受到独特的文化韵味。

作为书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 25
日，2022“善藏”潘家园秋季拍卖会将在潘

家园旧货市场二楼展厅举槌。本次拍卖
会作为第十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申报
活动之一，将有 649件作品上拍。纸品文
献专场将有清康熙《钦定日讲四书解义》
《钱钟书致李维军》等珍稀古籍善本、名人
信札等近150件作品上拍。

此外，为提高广大群众、收藏爱好者
以及艺术品投资者的鉴赏水平，9月24日
东区展棚内还将举办古籍善本、红色收
藏、名人信札收藏的文化交流及免费鉴定
活动。一直颇受欢迎的读书趣味竞赛、童
趣书市、手抄报分享会也将在书博会期间
同步开启。

潘家园将办古旧书博览会
梁启超家书等珍稀古籍将亮相

本报讯 （记者王佳）
近日，区卫健委、区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联合开展“世界急
救日”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应
急救护知识，提高群众在突
发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
区、体验区和义诊区。专业
急救医生向居民讲解日常
生活所需的急救知识，演示
外伤包扎的具体步骤、就餐
中突发气道异物梗阻的识
别和救治方法等，并与现场
居民进行了急救知识和急
救技能的学习问答互动。

“今天我学习到很多急
救知识和急救方法，回去后
我也会将这些知识向身边
的家人和朋友宣传，为生活
多添一份保障。”前来参加
活动的高碑店地区居民杨
建宏说道。

活动中，区卫健委还为
今年新建成的单店西路、和
平街、惠新东街、大屯 4家
急救工作站进行授牌。近
年来，朝阳区大力推动急救
队伍、急救设施建设，不断
深化急救社区化工作，持续
推进自救互救科普基地建
设，每年开展自动体外除颤
仪（AED）使用、海姆立克
法等急救宣传活动，不断提
高全民急救知识及急救技
能普及率。截至目前，朝阳
区已经建成 1个急救分中
心、71个急救工作站和 29
家自救互救科普基地。

今年，我区还将完成
81处院前医疗急救设施建
设，实现 43个街乡急救站
点全覆盖，为朝阳群众打造
一张有温度、有力度、有广
度的社会急救“保护网”。

今年急救站点将覆盖街乡

（上接一版）
•外出就餐时应注意

错峰用餐，选择通风的位置
就坐。尽量间隔落座或同
侧用餐，两人以上共同就餐
应使用公筷公勺。

返京后

•进返京人员需要持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绿码，严格遵
守各项防疫规定。

•风险地区进返京人
员要及时主动向社区、单
位、宾馆等部门报备并配合
做好隔离观察、健康监测、
核酸检测等各项防疫措施。

•开展 3天 2检，即抵
京 24小时内完成一次核酸
检测，间隔24小时后、72小
时内完成第二次核酸检测，
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
前往人群密集场所，不探亲
访友，推荐线上购物，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未出前减少
外出，必须外出时做好个人
防护。

•密切关注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
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不自行
购药服药，不乘坐公共交通，
及时按规定就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进返京人员须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