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 孙乐琪）近
期，有媒体报道海外肉类食品加工企业
员工确诊病例增加，我国海关总署也通
报了进口冷冻南美白虾集装箱内壁、外
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
性。昨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提醒市民，选购生鲜食
品，应佩戴一次性手套，不要直接用手碰
触食物。

庞星火说，疫情期间市民应注意防
范接触性传播。市民在购买食品时，一
定要选择正规的市场和超市；外出采购
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带上消
毒纸巾和干净的购物袋；使用超市的推
车、购物篮前，可以用消毒纸巾或消毒
液对把手和扶手进行消毒；购物时，要
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选购
蔬菜、水果、肉类等生鲜食品时，应佩戴
一次性手套或者将一次性购物袋套在

手上进行挑选，不要直接用手碰触食
物；肉类和海鲜等生冷食物，要与果蔬、
熟食等其他食物分开包装。购买有包
装的食品，请注意查看食品标签上的生
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采购完
成后，应进行手清洁；回家后，必须先洗
手，避免双手污染家庭环境。庞星火还
特别提醒要避免采购来源不明的食物
和原材料，对野生动物要做到“不碰、不
买、不吃”。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 孙乐琪）昨天，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介绍，目前，本市有高风险地区1个，为丰
台区花乡地区；中风险地区已经降至9个。

庞星火说，按照本市向国家卫生健

康委报备的《常态化防控下北京市新冠
肺炎疫情风险分区分级标准》，经评估，
丰台区卢沟桥（地区）乡、大兴区魏善庄
镇、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连续14天内无新
增本地确诊病例，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
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本市共有高风

险地区1个，为丰台区花乡地区；共有中
风险地区9个，为丰台区丰台街道、卢沟
桥街道、马家堡街道、新村街道，大兴区
北臧村镇、黄村（地区）镇、青云店镇、兴
丰街道、西红门（地区）镇。丰台区、大兴
区其余街道仍为低风险地区。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7月
11日，本市继续保持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零增长”，11名患者治愈
出院。截至7月11日24时，本市
已连续6天保持新增确诊病例

“零增长”，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
情的在院患者已降至240例。

7月11日0时至24时，本市无
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病例
11例；无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6月11日0时至7月11日24时，
本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35
例，在院240例，治愈出院95例。
尚在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1例。

6月11日0时至7月11日24
时，本市无新增报告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

11日本市无新增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11例

本市中风险地区降至9个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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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 孙乐
琪）昨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张文中介
绍，自年初疫情发生，截至7月 11
日，120全网络累计转运新冠肺炎
相关人员 20370 人次，其中，确诊
病例 670 例，疑似病例 294 例，密
切接触人员 8688 人次，其他相关
人员 10718 人次，所有工作人员
零感染。

北京市急救中心担负着转运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发热患者以及
其他急危重症患者的任务。6月11
日，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后，
北京市急救中心迅速增派急救力
量，投入转运一线，专项转运救护车
组增加到36组108人，车辆洗消组
增加到84人，专用发热车组增加到
21组63人。急救人员穿着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在高温酷暑中连续奋
战，确保了全市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以及相关人员及
时安全转运。从今年1月转运全市
第一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至今，
120全网络累计转运新冠肺炎相关
人员20370人次，所有工作人员零
感染。截至7月11日，120全网络的
负压救护车也由疫情前的27辆增加
到112辆。

张文中说，为完善防控策略和
应对措施，120将疫情防控端口前

移，在120指挥调度中心受理电话中
增加流行病学史问诊环节，流调问
题增至八个，特别增加了发热患者
境外旅居史、新发地市场等相关地
区接触史询问。在转运中，对发热
患者进行流行病学史初步了解、体
温监测，对患者和家属实施健康码
识别，确保不遗漏与疫情相关的每
一条信息。对有发热症状的危重症
患者，急救人员第一时间在现场开
展对症救治，并通过调度指挥中心
与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建立绿
色通道。

120全网络系统在完成新冠肺
炎相关病例转运任务的同时，确保
日常急救安全高效运转，全市急救
服务呼叫满足率始终保持在 95%
左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
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
建表示，本市要继续严格落实“四
早”要求，全市发热门诊、急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要发挥探头作用，做
好筛查，及时预警报告，实现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
治。充分发挥发热门诊的“哨点”作
用，全面落实预检分诊制，严格落实
首诊负责制，医务人员做好“守门
人”。充分发挥急救中心“哨点”作
用，严格落实救护车信息传递与反
馈制度，做好院前急救转运和环境
消毒，加强医务人员防护，坚守好首
都120生命线。

120全网络负压救护车增加到112辆

北 京 急 救 中 心 累 计 转 运
新冠肺炎相关人员2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任敏）昨天上午，北京建筑大学科学
技术发展研究院、国际化发展研究院、文化发展研究院
三个新型研究机构揭牌成立，将建设成为服务首都“四
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

据介绍，北建大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将强化服务首
都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国家建筑业发展，聚焦北京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雄安新区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
大机遇，聚力优势学科方向，打造面向世界的城乡规划
建设管理人才培养中心、建筑科技创新中心和建筑大数
据研究中心。

北建大国际化发展研究院将实施国际创新平台、国
际合作网络、国际人才培养三大发展计划，并打造“1+
N”个高端国际创新中心，即以“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化
创新中心为核心，打造建筑遗产保护国际创新中心、未
来水技术国际创新中心、城市时空信息国际创新中心、
防灾减灾国际创新中心、医疗建筑多学科国际创新中
心、新能源国际创新中心、寒区工程国际创新中心等多
个高端国际创新中心。

北建大文化发展研究院将以特色文化资源助推
北京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计划围绕“北京文化
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北京红色建筑文化、建筑文化
的理论与方法、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建大精神与
文化形象展示”五大发展方向，搭建服务北京文化发
展的平台。

昨天，《北京建筑大学面向未来城市的科技创新
研究计划（2020-2035）》公布，涵盖城市设计与建成
遗产保护、绿色建造与建筑工业化、生态修复与能源
资源循环利用、智慧城市与精细管理、城市治理政策
与制度创新五大计划，36个研究方向，内容涉及北京
城乡建成遗产保护与利用、本土城市设计理论与技术
创新、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策略与技术、城市智能体检
与精细化管理等国家和北京市城乡发展中的重大前
沿问题。

北建大党委书记姜泽廷表示，三个新型机构将
用新思维、新机制、新模式集聚创新资源，培育创新
生态；将“高、精、尖”作为基本标准和价值取向，坚
持“踏实干、重实用、求实效”的基本态度和实践路
径，聚焦城市规建管等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断创
新发展。

从网购“足不出户”，到高铁让“天涯
若比邻”；从网课跨越“教育鸿沟”，到涌
现出越来越多“中国智造”……创新的故
事，每天都在当下的中国上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
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
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的小康社会。

孕育自科技和教育的力量，正支撑
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源源不断注入动能。

民之所想，为科技跨越标定
方向

一个“云课堂”，同时容纳了500万
名中小学生。今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
为开学按下暂停键。停学不停课——在
数以万计的服务器“保驾护航”下，公益
直播课紧急上线。

借助“云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
震给更多人讲授中华经典诗词：“今天我
们品读古代英雄的诗文，不仅是从古代
英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更是要致敬抗
击疫情的英雄。”

巩固学习课、大师人文课、榜样青年
说……猿辅导在学习强国等平台上推出
公益直播课70余门约5万分钟，惠及超
过2000万名学生，让线上课堂变成货真
价实的知识“加油站”，也将科技创新的
温度传递到千家万户。

从线上直播到网购、远程办公，从随
处可见的“扫一扫”到层出不穷的“无人”

“共享”，从更安全的“北斗”到越来越快
的高铁速度、5G速度，科技创新正深度

沉浸到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癌症，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进

口抗癌药价格高昂，如何让老百姓不再
“望药兴叹”，科研攻关快马加鞭。

不久前，多款国产抗肿瘤新药获得
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的支持下，信达生物历时8年自主开
发了单克隆抗体药物达攸同，适应症为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转移性结直肠癌。

作为国家新药研究基地，恒瑞医药
最新研发的卡瑞利珠单抗，成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覆盖肺癌等4种适应症的
国产PD-1抑制剂。

据科技部公布，2019年中国的科技
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9.5%。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居中等
收入经济体首位。

民之期待，让教育现代化
加快推进

在湖北，科技扶贫把一所高校和一
个贫困县紧紧“绑”在一起。

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建始县的定
点扶贫已持续多年，花开时节，师生们教
果农给樱桃授粉；雨季来临，传授避雨栽
培和穴贮肥水覆膜技术；平日里，修剪、
套袋、病虫害防治……通过培植魔芋、玉

米、猕猴桃等优质特色资源，2019年，这
里的精准扶贫产业总产值达到数亿元。

把先进的理念、人才、技术、经验等
要素传播到贫困地区，让一项项技术变
成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一项项产
业成为贫困地区致富的“造血干细
胞”……2019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尽锐出战，全部投入扶贫工作，助力20个
县实现脱贫摘帽。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

近年来，各地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大幅
改善，师资配备水平明显提升，基本教育
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衡。截至2019年
底，全国已有95.32%的县（市、区）通过国
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

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我国进一步确立教育优先发展
地位，各级各类教育投入大幅增长。自
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以上的水
平。其中，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
为50175亿元，比上年增长8.74%。

创新，为全面小康注入更
强活力

安徽，合肥。京东方10.5代线工厂，
一块块先进的液晶面板从这里发往全

球；一期设计月产能12万片晶圆，长鑫存
储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投产，与国际
主流产品同步……

芯片产业、新型显示产业、装备制造
和智能机器人产业、人工智能和制造业
融合——以“芯屏器合”为代表的产业集
群正在这个中部城市形成，展现出蓬勃
的竞争力。

安徽素来科教底蕴深厚。坐落在
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学规模不
大，但每 1000 名本科毕业生就产生 1
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
国高校之首，量子通信、高温超导、智能
语音等一批尖端科技成果跻身世界一
流方阵。

如果说科技创新和教育进步是中国
持续发展的巨大引擎，那么改革是点燃
这个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143项改革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画出

“施工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向多
年来束缚创新的藩篱动真格，新一轮发
展的澎湃浪潮已经临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
和教育进步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发展注入
巨大动能，并切实影响着14亿人民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前景。

伴随着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的
声声鼓点，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正在昂
首走向全面小康。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胡浩 徐海涛

参与记者 柯高阳 闫睿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让创新的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从“科教更加进步”品味我们的小康生活

一、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嘉诚胡同创意工场
“新华1949”文化金融与创新产业园
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
751D·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
798艺术区
郎园Vintage文化创意产业园
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
清华科技园
中关村软件园
星光影视园

二、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提名）

航星文化科技产业园
西什库31号
经济日报文化金融融合创新园
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
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文化产业创新园
平房园区
E9区创新工场
西店记忆FunsTown
阿里文娱集团总部园区
768创意产业园
腾讯北京总部文化产业园区

三、市级文化产业园区

77文创园
北京德必天坛WE”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东雍创业谷
隆福寺文创园
亮点文创园
鑫企旺文创园
大磨坊文化创意产业园
咏园

“红桥智·创”文化创意空间
德必龙潭WE”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北电科林107号院文化创意产业园
尚8远东科技文化园
亿达·圣元荟
倍格生态
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
北京文化创新工场车公庄核心示范区
北京天桥演艺区
天宁1号文化科技创新园
北京设计之都大厦园区
中新华文化金融创意园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中唱园区
繁星戏剧村
中国文化大厦文化科技创新园
北京坊
尚8国际广告园
恒通国际创新园
北京懋隆文化产业创意园

北京塞隆国际文化创意园
锦珑（北京）设计创意园
尚8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园
电通创意广场
NICEWORK新生代中小企业聚集地
铜牛电影产业园
醉库国际文化创意园
北京电影学院·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
觿堂文化艺术园区
半壁店1号文化创意产业园
文心华策国际影视交流中心
菁英梦谷广渠文创园
北服创新园
创立方·自空间CBD写字园
北化机爱工场文化科技融合产业园
中国电影导演中心
吉里（北京）国际艺术区

北京万荷文化艺术硅谷创意产业园
中国动漫科技产业园一期
北京化工集团华腾易心堂文化创意产业园
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
百旺弘祥文化创意产业园
海淀文教产业园
中关村创客小镇文创空间
创业公社·中关村国际创客中心文
化创意园
海淀区东升镇兴华新媒体文创空间
创文时代文创空间
首科大厦文化创意产业园
北京石榴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园
依文城堡欧洲园文创产业园
首钢文化产业园
首创郎园Park文化创意产业园
北京智慧长阳文化创意产业园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房山基地
青创动力文化创意产业园
弘祥1979文化创意园
九棵树文化产业园
大稿国际艺术园区
泰达科技园·文创区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
顺义金马文化创意产业园
腾讯众创空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园
宏福文创园
北京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
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
格雷众创园
北京印刷学院文化创意产业园
华商创意中心
北京平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数码庄园文化创意产业园
东尚·E园

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园区高质
量发展，根据《北京市级文化产业园区
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京文领办发
〔2020〕4号），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
织开展了2020年度北京市级文化产
业园区认定评审工作。此次评审包括
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市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提名）、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三类。经对园区进行合规性审查、
专家评审和实地踏勘，经研究，形成了
100家“2020年度北京市级文化产业
园区”拟认定名单，其中市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10家、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提名）10家、市级文化产业园区80
家，现予以公示。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市委
宣传部反映。公示结束后，园区名单
将提请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题会议审定。

公示期：2020年7月13日至7月
19日（共7天）

联系人：李女士 邵女士
电 话：010-55569117

010-55569120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2020年7月13日

2020年度北京市级文化产业园区拟认定名单公示
（排名不分先后，共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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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请热心居民当垃圾分类志愿者

“垃圾分类光靠物业一方不
行。”广通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美丽意
识到，要引导居民做健康人、做健康
事、创健康社区，必须得社区、物业、
居民三方齐动手，才能形成合力。
她拉上魏恺忺，登门请来30位小区
热心志愿者“出山”，请大家下楼、入
户，为小区的垃圾分类“分忧解难”。

6号楼的老居民高杨，不光是3
单元的楼门长，还是小区合唱团的
团长、朗诵队的负责人，街坊邻里人
人都认识她。这么好的人选，要是
能出面帮着小区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指导，那该多好。李美丽和魏恺忺
上门探探口风，没想到，高杨一口答
应下来。

但刚上岗头一天，高杨就傻眼
了。居民根本没有垃圾分类的意
识，手里拎着一袋混合垃圾就要往
桶里扔。“咱们小区实行垃圾分类
了，以后您在家准备几个袋、几个
桶，垃圾得分开扔。”高杨跟居民熟，
大家也听她的，四五天之后，高杨明
显觉得，拎着两个垃圾袋下楼的居
民多了。如今，看见谁分得好，她还
会忍不住表扬：“您看您这分得多
好，谢谢您配合我们工作。”

小区刚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居
民常在微信群里抱怨。“垃圾桶味儿
太大了！”“扔厨余垃圾干嘛非得破
袋？太麻烦了！”看到居民的牢骚，

李美丽和社区工作者们第一时间在
群里答疑解惑。今天有人抱怨，今
天解答一遍；明天有人抱怨，立刻再
耐心解答一遍。一次，又有人在群
里提意见，就有居民志愿者出来解
答了，“您说厨余垃圾桶有味儿？主
要是因为扔厨余垃圾之前没把汤汤
水水沥干净。”居民志愿者的解释让
李美丽惊讶的同时，又深感欣慰。
如今，居民志愿者已经成了群里的
垃圾分类公益讲解员，居民自己的
解释，反而让大家更加信服。

中介与租户签垃圾分类责任书

考虑到小区有四五百间出租
房，社区又主动联系了链家、我爱我
家等中介公司。让房产中介首先和
物业签订责任书，再由中介和租户
签订责任书，甚至将垃圾分类的内
容写入了租房合同中，告知租户要
遵守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的要求。有
了责任书的约束，连新搬入小区的
租户也很快适应了每天垃圾分类的
新生活。

社区、物业、居民分工合作，互
相借力，短短21天的时间，广通小区
的垃圾分类已逐渐步入正轨。如
今，广通小区垃圾分类实现了两个
90%。“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90%，垃圾分类准确投放率达到
90%。”魏恺忺表示，下一步，小区将
试点用摄像探头监控来替代人工值
守，小区的垃圾分类将正式进入“无
人值守”阶段。

垃圾分类“21天养成计划”见成效2020年度北京市级文化产业园区
拟认定名单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