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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北京首场“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走进顺义

600 多观众齐聚聆听中国故事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顺义区委、光明网、中
国伦理学会承办的“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第 65 场活动昨天走
进顺义。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务部主任谢春
涛作题为“
党的十九大的成果和意义”的讲座。 这是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之后，“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解读十九大精神系列宣讲的第二
场，也是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在北京举办的首场活动。

主讲人：把学思践悟传递给年轻人

昨天下午，顺义区委党校报
告厅内座无虚席，600多名观众
齐聚，聆听“核心价值观百场讲
坛”讲座。
主讲人谢春涛曾任中央党
校党史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报
刊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兼任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
秘书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因为工作原因，谢春涛时常
接触国外学者，发现国外许多政
党对中国越来越关注，“近些年，
中国飞速发展，成就实实在在，
这说明中国坚持的道路和理论

是正确的，制度是有效的，文化是
有生命力的。”作为一名学者，谢
春涛觉得有责任和义务讲好中
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亲历
者、见证者、研究者，谢春涛希望
以“过来人”的身份，把自己的学
思践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年
轻人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
活，了解我们党艰辛的发展历程。
要有深刻的历史感，为国家和民
族尽一份力，从而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他说。

听众：宣讲说理透彻开辟新思路

昨天到场的 600多名观众
来自顺义区的各行各业，有企事
业机关干部、市区部分党代表、
道德模范、村（居）党组织书记等。
一个多小时的宣讲，现场多
次响起掌声。结束后，不少听众深
有感触，并与主讲人互动。中关村
科技园区顺义园管理委员会工委
副书记、副主任张建国表示，
“这
次宣讲内容全面系统、重点突出，
解读精准、说理透彻，让我们信念
更坚定，干劲更充足，为深入学习
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提供了新
理念，开辟了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
我们经济功能区而言，就要在广大
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中，不断增强
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
动全民思想道德建设。要坚持建
设大党建工作格局，强健群团组

织，依靠部门联动、典型拉动、氛围
带动，通过公益广告、新兴媒体、
社会宣传统筹协调，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大宣传格
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融入社会生活。”张建国说。
顺义区牛栏山镇党委书记
郝蔚泉表示，“宣讲报告站位高、
内容丰富，对于进一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郝蔚泉说，下一步，牛栏山镇
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凝神聚力、强基固本
的基础工程来抓，重点打造“乐
游集”文化惠民工程品牌，进一
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人
民群众成为活动的参与者、受惠
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北京晨报记者 邹乐

平谷治理小龙河 清理 30 亩水面
留散发异味问题，河面芦苇丛中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从平谷区获 明显出现一段水道，水体恢复流
悉，北京市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动。同时，为提高环保意识，细化
日前在平谷区开展环保督察，经 落实河长职责，平谷区马坊镇开
社会举报了解到“平谷区马坊镇 展了“全员大扫除 党员我先行”
小龙河部分河段被堵，河水不流 小龙河湿地公园环境卫生整治活
动，夏天有味道，河上漂绿藻”， 动，组织全体机关 100余名党员
督察组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 干部，利用周末到小龙河湿地公
园捡拾垃圾、清理杂草。
区有关部门。
此外，为了固化对小龙河的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得知
该问题，平谷区马坊镇党委、政 管控，马坊镇制定了小龙河专项
府也在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马 清淤方案，全面实施清淤工程，
坊镇党委书记牛福生更是亲自 并协调平谷绿都公司马坊污水
带队，对小龙河被堵河段进行实 处理厂，把小龙河中水回灌点位
地走访督察，现场办公，制定了 由原来的河东段（下游）出水口
调整为河西段（上游）出水口，从
整改方案。
据了解，为了能够彻底治理 而加大小龙河西段水量，增大水
小龙河，平谷区马坊镇出动 30余 流速度，实现水体循环，消除水
名专业人员，对小龙河内枯萎的 体异味，改善整体水质。据悉，后
蒲棒和荷花、浮萍、漂浮物等进行 续马坊镇还将增加巡河人员的
了彻底清理，累计达 30余亩，清 数量和巡查频次，防止污水直排
运 60余车次，彻底解决了污物存 入河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博物馆亮宝文物博览会
下周五起举办 市民可以免费换票入场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

本月底，市民可以到文物
国际博览会现场免费观宝
了。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了解
到，“2017北京·中国文物国
际博览会”将于 11月 24日
至 27日在保利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国内外古玩商、各大
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将纷纷携
宝到场，市民可以现场登记，
免费换票入场。
据本届文物国际博览会
承办方、北京古玩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与去年相比，博览
会展厅面积扩大了近 1倍，
达到约 7000平方米。展厅分
地上、地下两层。地上部分为
古玩艺术品交易区，100余户
国内外古玩商纷纷亮出“压箱
宝”，来自法国、德国、丹麦、西
班牙、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
坦等国的古玩商悉数到场。地
下部分为主题展览区，各家博
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等将各自亮绝活儿。
值得一提的是，博览会
开幕当天，北京古玩城有限
公司、天津天街古玩珠宝城
和唐山冀东古玩城将签订
《京津冀文物、艺术品文化协
调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三地
古玩城将以“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协同发展、文化交流”
为目标，开展一系列深度合
作，盘活三地文博市场。与此
同时，由北京收藏家协会主
办的“如意兆吉祥——
—京津
冀收藏家文化展”，将展示 30
余件清代香炉、茶具、如意摆
件等精美展品。
另外，博览会专门从私
人藏家手中征集到一批红色
文物。展览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一部美国芝加哥电器公司
丰）

1945年出产的手摇式电话
机，淮海战役时，粟裕调度千
军万马的主要通讯工具就是
这款电话机型。
北京老爷车博物馆也将
把复古老爷车“开”进展厅。
其 中 一 辆 是 红 旗 CA770，
此车辆是前国家副主席李
先念曾用车，内有隔音玻
璃，后排座为液压传动座
椅，是上世纪 60年代后期

/
至 70年代我国政府官员专
用车型。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
“2017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
览会”将于 11月 24日至 27
日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博览会采取现场登记，免
费换票方式入场。博览会同
期，北京古玩城还将举办多
场讲座、鉴定等各项精彩纷
呈的惠民活动。

中意创新合作周开幕
域平行专场、项目对接、创新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杨亦
静）昨天，第八届中意创新合
成果展览展示以及实地考察
作周在京开幕，“中意众创空 交流等五种形式展开。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开幕
间”、“ 明城墙文化科技创意
区”等重点项目在开幕式上 式上表示，科技部和意大利
进行了现场签约。据悉，创 科研委员会在近期签订了合
新周期间，两国代表将进行 作计划，将共同促进 2019年
600多项目次的项目对接， 到 2020年的中意科研合作
预计可达成 120余项合作 的意向，包括科研合作、平台
合作、技术合作、中小企业创
意向。
本届中意创新合作周以 新创业的众创空间合作等。
“中意携手，创新共赢”为主 他说，中意创新合作周自
题，由中国科技部和意大利 2010年举办以来，共推动中
教育、大学与科研部主办，在 意双方企业进行技术对接
北京、成都、贵阳三地同期举 4400余次，达成合作意向
行，合作周以高端论坛、分领 600余项，成为连接中国与

意大利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
平台，促成了不少技术项目
的落地。
活动当天，中意众创空
间正式揭牌，“中意机器人与
先进制造联合实验室”、“ 明
城墙文化科技创意区”、“ 中
意基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领
域的合作协议”等重点项目
在开幕式上进行现场签约。
据悉，活动中，中意双方代表
将在生物医药、文化科技、智
慧城市、新一代通信技术和
设计与创意产业等领域进行
深入研讨，推动两国科技创
新的合作。

八一南昌起义使用过的电话机。

王歧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