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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牛金香）近日，记者从顺义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获悉，作为2019年为群众拟办的重要实
事之一，2019年顺义区投入27万余元为800名重点
优抚对象免费体检。该工作于去年8月底完成。

2019年，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制定体检方
案、摸底体检意愿、积极与承检医院沟通，结合重点优
抚对象的年龄结构、生理特点及易发病症，量身定制
体检项目，最终确定彩超、心电图、血糖、肾功能等17
个常规检查项目及癌症筛查项目。同时，顺义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安排专人协调医院，现场解答体检对象提
出的问题，全程跟踪服务、及时发放报告、听取意见反
馈，确保了体检工作顺利完成，把为群众办实事落到
实处。

截至2019年，顺义区重点优抚对象体检工作已
连续开展7年，深受优抚对象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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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沙峪南桥隔音板安装完成
本报讯（记者 牛金香）为解决后

沙峪南桥噪音扰民问题，区城市管
理委多方听取区人大代表、居民和
属地意见，主动作为，开展了后沙峪
南桥隔音板安装工程。

后沙峪南桥位于后沙峪镇裕安
路，桥梁横跨机场北线，周边是清岚
花园东、西区两个回迁小区。

为 减 少 噪 音 对 居 民 生 活 的 影
响，区城市管理委将后沙峪南桥隔
音板安装工程列入 2019 年实事工

程。该工程 7 月底开工建设，历时 3
个月，在桥体两侧各加装约 150 米隔
音板，目前已全部安装完毕，正式投
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李在滨）1月15日，首
都机场在 1 号航站楼试点上线行李跟
踪系统。通过该系统，可实现对行李
全流程运行的数据分析和精细管理，
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行李跟踪系统初期选择 1 号航站
楼海南航空北京往返长春的 HU7765
及 HU7766 航班作为试点。旅客在前
往首都机场 T1 二层 K14、K15 柜台办
理行李托运后，可以选择免费为行李
打印“专属行李条”，随后通过“首都
机场”官方 APP 和“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微信小程序，及时了解行李所处
状态。

行李跟踪系统的上线可以帮助
首都机场更好地实现对行李交运、分
拣、中转、装载、装机、卸机、卸载、提
取八个节点的有效管理。首都机场
一直围绕“智慧机场”建设进行探索，
将历时半年完成该系统在 1 号航站楼
的试点运行，并计划推广覆盖至所有
航站楼，逐步实现往返首都机场行李
运输全流程状态可知、可控。

首都机场上线行李跟踪系统

顺义区再添10家“创新簇”企业
本报讯（记者 贾翻英 通讯员 张萌）

近日，北京市科协 2019 年企业“创新
簇”认证工作结束，区科协推荐的中国
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华泰
诺安探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汉飞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获得认
证，顺义区再添10家“创新簇”企业。

企业“创新簇”是 2017 年北京市
科协围绕“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开
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簇”是同类事
物聚集的意思，“创新簇”就是用创新
链将创新要素聚拢起来，形成有利交
流创新的生态。开展企业“创新簇”
建设，旨在鼓励、支持企业与相关领
域内的学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

技服务机构或专家科研团队开展科
研合作，将企业之外的科技要素向企
业汇聚，助力企业科技创新，引导企
业竞相建立企业科协组织，把更广大
的科技工作者制度化地吸引到企业
创新实践中，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截至目前，区科协在35家企业开展
了企业“创新簇”建设，其中25家企业获
得了北京市科协市级企业“创新簇”认
证，25家企业与71家科研院所建立了合
作关系，开展科研合作项目55个。

第二届北京市冰上龙舟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效伊）1 月 18 日，
第六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
动、第五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第
二届北京市冰上龙舟大赛暨顺义区
市民冰雪体验活动在顺义奥林匹克
水上公园举行。来自本市 19 支龙舟
队 30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冰上龙舟
混合组 12 人龙舟 100 米直道竞速和
2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的比赛。

冰上龙舟运动员们在节奏鲜明
的鼓点声中奋力挥击手中的冰钎，冰
面上鼓点声、号子声响彻，岸边加油
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激情四溢、热闹
非凡的场面点燃了北京冬季的寂静，
成为腊月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最终，
100 米直道竞速前三名由顺义仁和复

兴龙舟队、顺义冲浪号龙舟队、顺义
腾飞空港龙舟队获得。200 米直道竞
速前三名为顺义仁和复兴龙舟队、北
京乐风龙舟队、北京冲浪号龙舟队。

本届北京冰上龙舟大赛是第六
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的一项重点
活动。冰雪季系列活动以“全民健身
迎冬奥、快乐冰雪圆梦想”为主题展
开，将开展各级各类冰雪赛事活动
214 项，其中国际、国家级赛事活动 9
项，京津冀等省际赛事活动 14 项，市
级赛事活动 71 项，区级赛事活动 120
项，还将组织 2 万人参与市级冰雪公
益体验课，通过有奖冬奥知识问答等
形式发放 2 万张冰雪公益体验电子
券，直接惠及4万市民。

天竺综保区跨境电商线下自提项目运营
3分钟内完成商品清关

本报讯（记者 白莉 通讯员 李东阳）
1 月 17 日，全市首批跨境电商线下自
提店“优俏货”和“科园信海”在天竺综
保区内启动运营，全球优质电商商品
与首都消费者实现了线下零距离接
触。市民不仅可以在体验店里挑选产
品，还能当场提货，感受更便捷进口商
品购物体验。

根据 2019 年实行的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税收政策，国内消费者每年拥有
26000 元的跨境电商个人消费额度，零
售进口清单内商品实行限定额度内零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打七折
的优惠。2020 年 1 月 1 日起，进一步扩
大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清单增至1413个税目商品。

记者在“优俏货”线下自提店看
到，不少市民现场选择商品后，在“优
俏货”平台上完成消费者身份信息验
证这一步骤再进行支付。“有了这个线
下自提店之后买海外东西方便多了，
平日我喜欢在网上买一些海外的东
西，不知道真实包装是什么样的，只有
图片，现在有了线下店，店内商品一目
了然。”正在店里挑选商品的市民王惠
告诉记者。

过去国内消费者享受该政策的唯
一途径只能通过电商平台采取线上订

购的模式消费，而跨境电商线下自提
模式的亮点在于消费者可以直接在店
内选购和体验各类进口商品。不仅如
此，以往消费者在线上下单后，在等待
配送环节上要花费很长时间，而线下
自提仅需在店内进行消费者身份信息
验证后，便能在三分钟内完成支付清
关环节，消费者的体验感得到极大提
升。此外，在产品的保真性上，线下体
验店完全依托天竺综保区开展业务，
全程受海关监管，全流程可追溯，为消
费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北
京优俏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宇平说：“在天竺综保区内，我们主要
做跨境电商项目，此次通过这一新的
商业模式，线上线下完全打通，商品看
得见、摸得着、拿得走，消费者的消费
体验也大幅度上升。”

近年来，天竺综保区依托政策功
能优势和空港优势，紧抓服务业扩大
开放契机，不断强化对首都消费市场
的服务保障，探索开辟跨境电商新模
式。天竺综保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线下自提项目启
动，天竺综保区进一步形成了具备直
购进口、网购保税进口、线下自提、集
拼出口的跨境电商功能体系，实现了
线上线下一体、进口出口协同发展的

良好态势，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未来
三年，天竺综保区将紧扣首都消费热
点需求，利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有利
契机，全面对标国内外先进自由贸易
区域经验做法，在进口消费品政策突
破、业态创新、营商环境优化上一如既

往地下真功、求实效，打造以生鲜食
品、保健食品、整车为代表的服务消费
升级的产业集群，努力为首都市民创
造更加安全保真、品质优良、便捷高效
的进口消费品市场环境，持续增强服
务首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

“优俏货”线下自提店工作人向市民介绍产品。 白莉 摄

鼠年主题灯饰点亮迎新年
本报讯（记者 牛金香 赵雪莲 通讯员 乔思茵）绚丽多彩的灯光营造出

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新春佳节临近，光明街、新顺街等 26 条大街 18 处
景观已于“小年儿”当晚全部点亮。顺义区各大公园结合鼠年主题，分
别亮出了子庶丰登、玉鼠送福、瑞鼠迎春、金鼠送喜、祥鼠报春、喜鼠临
门、乐不思“鼠”七个主题的节庆灯饰，喜庆又喜人。

2020年春节亮化景观包含道路里程60.1公里，同时布置光明文化广
场、中山街与光明街路口等 18 处景观节点，其中重复利用了四纬路小中
河桥、顺平辅路与右堤路路口、卧龙环岛 3 处国庆节景观点位。布置范
围形成整体回路，实现城区主要大街的全覆盖，并继续将顺安路向北延
伸至牛栏山地区，向南延伸至李桥地区。今年新春景观将传统的中国
红、吉祥纹样、陶艺剪纸等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装饰小品景观照明。突出
重点和新颖多样相结合。

顺义公园在公园南路、北路等部位打造五谷丰登、吉祥如意、年年有
余等主题景观，运用中国红灯笼、生肖彩灯、祈福牌示、彩旗彩画、春联剪
纸、中国结等新年的传统元素“六福件”遍布园区各处。同时，减河公园以
乐不思“鼠”为主题，将落叶乔木围绕各色LED彩灯、吊灯，将低矮灌木罩
上五颜六色的 LED 灯网，整个园区夜晚呈现出一派火树银花、美轮美奂
的梦幻效果。市民可漫步在五彩斑斓的河岸灯光世界，穿梭于灯光与倒
影之间，体验别一般的新春感受。

仁和公园以“祥鼠报春”为主题，南门廊架进行彩灯全覆盖装饰，打
造一条 80 米的霓虹灯带，主题为“时光隧道”，仿佛把人带到了春天；沿
园路悬挂 273 个以中国红为元素的灯笼。怡园公园特别用 100 个直径 1
米的大灯笼在国槐园内打造吉祥灯笼阵，映衬出一派喜气洋洋；在怡园
公园标志性的树藤门处缠绕彩旗 200 余米，为园内行道树披红挂绿，流
星雨、五彩球、各色装饰彩灯 1200 余米，夜色下五彩缤纷，烘托浓郁节日
氛围。区园林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春节环境布置兼顾日间和夜景
效果，可让游客切身感受到春节的热闹和喜庆氛围。

金宝天阶永辉超市开业
本报讯（记者 赵雪莲 通讯员 隗

地）1 月 17 日，伴随着“小年儿”的节
日气氛，金宝天阶永辉超市开业了，
马坡新城地区又添一个大型超市。

超市位于金宝天阶地下一层，总面
积近1万平方米，设置了水产区、蔬果

区、酒品区等多种商品分区，销售海鲜、
零食、蛋奶、蔬菜、水果以及日用品等商
品，可以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需求。金
宝天阶商业项目其他店面也将陆续营
业，最终将打造为集餐饮、影院、超市等
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商业街区。

春节期间莫忘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琳琳 通讯员

康艳荣）春节将至，在亲人团聚的
美好时刻，顺义区应急管理局提
示市民，外出要做好行车和居家
安全防护。

春节期间，上车前后避免拥
挤，中途停车看住行李，尽量减
少下车购物，警惕有人频翻行
李，出行最好结伴出行；不要乘
坐非法营运车辆、超员车辆、带
病车辆、无牌照车辆以及有其他
违法行为的车辆。

在旅途中如果发现车辆驾驶
员有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载
行驶或酒后驾驶等违章行为，要
及时予以指出，或报告执勤的公
安民警和客运管理部门。

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旅途和
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如预报有
雨、雪、雾等特殊天气，要尽量避
免自驾车出行；提前选择好出行
路线和出行时间，规避车辆拥

堵、路况不良的路段，尽量不要
夜间行车；长途行车要随车携带
必要的应急工具，如灭火器、千
斤顶、拖车绳、车载充电器等；为
应对堵车，要准备一定量的食物
和必要的保暖衣物。

春节期间，家庭用电总功率大
幅上升，要注意家庭消防安全。

家用电器长期使用后电器元
件和线路会发生老化，老旧的电
器不但耗电量大、性能差，而且
极易发生触电、火灾事故。因
此，要及时让专业人员对电器进
行检测，不能满足安全使用条件
的电器要立即更换。

家用天然气管线一般都有炉
灶 阀 、灶 前 阀 、表 前 阀 三 道 阀
门。若长时间外出，这三道阀门
都要关闭；胶管出现发黄、老化、
漏气或使用时间达到两年的要
立即进行更换，建议更换为更为
安全的PVC燃气专用管。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内，参赛队伍正在参加冰上龙舟比赛。 刘效伊 摄

“优俏货”线下自提店工作人向市民介绍产品。 白莉 摄“优俏货”线下自提店工作人向市民介绍产品。 白莉 摄

俯瞰俸伯桥及周边道路夜景。 巩贤涛 摄

▲光明广场上的鼠年主题景
观布置。 巩贤涛 摄

▼顺义公园内灯笼装饰的景
观长廊。 巩贤涛 摄

▲顺平辅线道路两侧的夜
间照明。 巩贤涛 摄

时讯给您提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