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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关注 A05

5年50人获
“
北京榜样”年榜称号
普通民众占 90%以上 4 人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樊 一

昨天，“北京榜样”优秀群体
先进事迹座谈会召开。据悉，
“北京榜样”主题活动自
2014年 开 始 在 全 市 开 展 ，5
年来被评选表彰为“北京榜
样”周榜、月榜和年榜人物的
突破 600人，其中年榜称号
获得者 50人。
从 2014年开始，市委宣传
部、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广播
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
办，在全市开展“北京榜样”主
题活动。5年来，“北京榜样”主
题活动已成为首都地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和品牌。
婧）

据介绍，5年来，从街乡镇、
社区村和基层单位开始，既重
视举荐和宣传长期做好事、综
合道德素质良好的身边榜样，
也注意举荐和宣传日常生活中
涌现的点滴好事，目前各级举
荐的身边榜样已达 25万人，经
过层层遴选进入市级“榜样库”
的榜样候选人接近 1万人，被
评选表彰为“北京榜样”周榜、
月榜和年榜人物的突破 600
人。目前，“ 北京榜样”群体已
分布各行各业，覆盖到企业、
街道社区、农村、机关、大中小
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
“两新”组织。其中，普通民众
占“北京榜样”群体 90%以上。
在“北京榜样”群体中，贾立
群、高宝来等 4人被中宣部授
予“时代楷模”称号，刘玉洁、
高凤林等 4人被表彰为“全国
道德模范”，潘瑞凤等 8人当
选全国党代会代表和全国“两
会”代表。
今年，全市街乡镇、社区村
和基层单位按照“有人物、有

照片、有事迹、有张榜单位、有
张榜时间”要求，设置“北京榜
样”举荐榜，定人定点定责，每
月更换内容，16个区建立的街
乡镇、社区村举荐榜和宣传栏
等硬件设施接近全覆盖。根据
今年上半年组织的实地调研，
街乡镇一级举荐榜覆盖率达
到 100%，社区村一级覆盖率
达到 91.2%。
同时，会上提出要加强“北
京榜样”全媒体宣传，不断扩
大榜样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传
统媒体宣传实现常态化，突显
引领性和权威性。新媒体宣传
实现快捷即时，提高关注度和
互动参与性。公益广告宣传实
现全方位，突出导向性和广泛
性。基层宣传渠道不断创新，体
现群众性和多样性。主要包括
利用区、行业（系统）新闻媒体
加强宣传；利用“道德讲堂”加
强宣传；利用电子大屏加强宣
传；利用微信矩阵加强宣传；利
用文艺载体加强宣传；开展榜
样人物巡讲活动。

北京企业携水陆两栖飞机亮相航展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璐）

在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上，也出
现了北京企业的身影，北汽集
团携旗下北京通航、北京越野
车陆空双线出击。
北汽集团此次展出了旗下
北京通航的多款核心产品，北
京通航发布了 E-350水陆两
栖轻型固定翼飞机和小青龙系
列无人直升机两大新产品，机
型谱系进一步丰富。
E-350飞机是北京通航最
新引进的一款多功能水陆两栖
飞机，其有效载荷和性能表现
在同等级产品中处于领先地
位。E-350拥有三合一设计特

点，集“远途飞行的巡航飞机、
坚固耐用的野外飞机、高性能
的水上飞机”三种角色于一身，
既可以适应任何跑道，也可以
改装成大负载、高性能的水上
飞机。
小青龙无人机是北京通航
江西直升机公司自主研发生产
的大载重量多用途无人直升
机，其可靠性高、适应性强、续
航时间长、有效载荷高，可广泛
用于农林喷洒、警用巡逻、物流
运输、察打一体等领域。
另外，北京通航明星产品
P750固定翼飞机、AW 系列直
升机等悉数亮相。P750是多用

途飞机，可用于农林喷洒和航
拍航摄。AW139直升机是意
大利生产，北京通航代理销
售。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款中
型双发直升机是国内警航市
场认可度最高的直升机，北京
警航就备装了三架该型号直
升机。该直升机还可以跨海飞
行，作为海上石油平台摆渡飞
行，执行海上石油平台人员接
送任务。
此次展出，由北汽集团旗
下北京汽车研究总院研发的自
主品牌越野车军用及民用车型
全线参与，在室内和室外展区
分别开展静态和动态展示。

《王者荣耀》第五届王者高校联赛公开海选赛
北京大学站圆满落幕
2018 年 11 月 4 日，《王者荣耀》第五届王者高校联赛公开海选赛北京大学站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
会议中心圆满结束。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五十余支战队在此一较高
下。经过了一天的角逐，最终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的 BNG 战队以优秀的战绩成功入围明年的王者荣耀高
校联赛分站赛。

东城通州试点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晶晶）
研究发现，家庭支持越多，患者
北京晨报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 对疾病的认识就越高，对疾病
到，本市将在东城、通州两个区 治疗的依从性行为和自我管理
试点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并 能力就越好。通过家庭教育，可
利用未来 3年时间，评估糖尿 以给予糖尿病人合理的膳食营
病防控管理效果。
养，平稳控制血糖和防止并发
11月 14日是联合国糖尿 症的发生。病人及家属进行有
病日，今年的主题为“家庭与糖 效沟通，可以使患者保持稳定
尿病”，未来两年将围绕这一主 的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各
题，呼吁全球关注家庭在糖尿 种问题。同时强调家属参与监
病预防、管理和照顾等方面的重 督，有助于控制发病危险因
要作用。昨日，市卫健委副主任、 素，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
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作为一 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市民如
种生活方式疾病，糖尿病的治疗 欲了解详情，可以拨打 12320
不仅局限于控制血糖水平，还要 北京市卫生计生服务热线进
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目标。 行咨询。
大兴瀛海工业大院变活动中心
大院，瀛海镇共有 7个。2016年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琳）白
墙黛瓦、绿草如毯、河道整洁 10月，瀛海镇启动了 7个村级工
……今冬，大兴瀛海居民又多 业大院的拆除腾退工作，共拆除
了一个日常休憩的好场所。昨 建筑面积 300余万平方米，从根
天，位于大兴区瀛海镇的党群 本上解决了城乡接合部的“顽
活动中心正式启用，这个集健 疾”，为腾笼换鸟打下了基础。
党群活动中心在改造过程
身、展览、培训为一体的党群活
中，将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后的
动场所，占地近 2万平方米。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在怡乐 建筑渣土在镇内进行分解、粉
村现场看到，改造后的活动中心 碎，用于堆山造景，打造了党群
保留了原建筑北侧白墙黛瓦这 活动中心周边绿化景观。建筑
一独具特色的徽式风格，并对其 渣土粉碎后制成再生砖，用于
进行提取简化，将灰白元素进行 步道铺设。大兴区住建委相关
融合，将原建筑剩余的水泥砌块 负责人介绍，大兴区将充分借
外立面进行翻新，古典中融合现 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市试点
代元素，焕然一新。而在改造前， 的优势，继续加大拆除腾退力
度，扩大成果，力争在今年年底
这里是脏乱的工业大院。
像怡乐村这样的村级工业 基本清退工业大院。
内蒙古贫困户通州有了新工作
“我们会像对待亲人一样对
打扫卫生、洗碗、摆桌……
每天一大早，来自内蒙古赤峰市 待你们。”上营村党总支副书记曹
翁牛特旗乌丹镇牌楼沟门村的 海红去乌丹镇接村民时这样承
尹秀花就在通州区永顺镇上营 诺。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村的上营新村饭店开始了一天 的。上营村精心安排了男、女宿
的工作。在牌楼沟门村，像尹秀 舍，并在宿舍内摆放了崭新的床
花一样在通州就业的村民一共 铺、被褥、穿衣镜，安装了网络电
有 11位，通过劳务输出的形 视并为每人分别准备了一套洗漱
式，永顺镇上营村为他们提供 用品。不仅如此，村里还专门腾出
了服务员、保洁等岗位，帮助他 一间浴室，让他们能够每天洗上
们尽早脱贫。
热水澡。早、中、晚三餐则由村内
上营村对口帮扶地区是内 的上营新村饭店免费供应。
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牌
让受援地贫困村甩掉“穷帽
楼沟门村。今年 8月，永顺镇领 子”，劳务输出只是其中一个途
导带队赴乌丹镇“寻亲”，双方就 径。永顺镇副镇长郑永忠介绍说，
产业发展、劳务输出、精准施策 永顺镇政府与区域内三家地产公
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就如 司捐款 200万元，当地旗政府再
何做好帮扶对接提出了具体思 配比200万元，共400万元作为
路。为给贫困村民找到一把脱 启动资金，在翁牛特旗三个对口帮
贫致富的“金钥匙”，对口帮扶协 扶村实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
作领导小组深入贫困群众中了 目年收益预计达 53.16万元，可受
解贫困成因，精心谋划帮扶规 益 25年，现已完成实施方案设
划措施，并结合上营村小区保 计，预计今年 12月投入运营。该
洁外包问题与乌丹镇牌楼沟门 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村签订了结对合作框架协议， 户 226户、500人持续受益 。
每年给该村 48万元用于帮扶， 2020年后，项目收益资金可彻底
并于 10月 16日到牌楼沟门村 解决部分村集体经济空白问题。
将 11位村民接到上营村工作。
北京晨报记者 肖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