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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国际博览会开门迎客
观众可通过现场登记免费领取门票入场

“证照分离”改革工作方案明起实施
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四种方式管理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璐）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

今日起，“2018北京·中国文物
国际博览会”在保利国际会展中
心向公众开放。此次文博界的盛
会将一直持续至本月 12日，80
余户国内外参展商将在现场展
卖中外古玩艺术品，文博界的专
家还将在现场普及正确的收藏
理念，并为观众鉴定收藏品真
伪。观众可通过现场登记方式，
免费领取门票入场。
本届博览会的活动主题是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
产”。展会共计两层，总展厅面积
达到 7000平方米左右。110个
展位汇集了瑞典、尼泊尔、香港、
台湾、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
地的知名古玩商，以及来自辽
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杭州、洛
阳、广东、烟台、信阳、湖南 10个
地方的文物商店，数千件精美器
物，品类涉及瓷器、玉器、丝织
品、书画、天珠等十余种。
在博览会现场，胎骨纤薄坚
致，釉质洁白的清乾隆洋彩富贵
牡丹纹盘；丹麦四大名匠之一的
芬尤，于 20世纪 50年代创作的
北欧顶级纯手工设计制作的古

典家具；分别装饰满文及汉文的
珊瑚斋戒牌等千余件各具特色
的古玩艺术品均已就位，供观众
赏玩。
中国紫檀博物馆今年为文
物博览会特别甄选了紫檀雕月
洞门架子床、紫檀梳妆台、紫檀
嵌檀香雕千字文立柜等馆藏的
二十余件紫檀家具精品，现场配
以宫灯、地毯和瓷器等生活用品
一同陈设，整体呈现以中国红为
主色调、清式风格的传统喜房陈
设，让观众在现场不仅可以欣赏
到至美的工艺，更能感受到中国
匠人精神的文化精髓。
被誉为水上“丝绸之路”
的京杭大运河也被“引入”展
厅。此外，“ 隋唐大运河古陶瓷
馆”也莅临展会现场，作为我
国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窗
口，向公众展示运河故道，发
现的出土陶瓷文化遗存，重现
昔日运河繁荣的景象，更为广
大收藏爱好者、专家学者提供
了一个提升艺术鉴赏水平和
研究中国古陶瓷史发展变迁
的平台。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北京市全面推开“证照分离”
改革工作方案》。方案明确，自
2018年 11月 10日起，在全市
范围内对纳入“证照分离”改革
范围的涉企(含个体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行政审批事项
分别采取以下四种方式进行管
理，分别是直接取消审批；取消
审批，改为备案；简化审批，实
行告知承诺；完善措施，优化准
入服务。
对设定必要性已不存在、
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
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实现
行业自律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取消。市场主体办理营业执
照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对取消审批后有关部门需
及时准确获得相关信息，以更
好开展行业引导、制定产业政
策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
事项，改为备案。市场主体报送
材料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
动，有关部门不再进行审批。
对暂时不能取消审批，但
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
符合审批条件行为的行政审批
事项，实行告知承诺。由行政审
批机关制作告知承诺书，并向
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审批条件和所需材
料，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
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当场办
理审批。市场主体要诚信守诺，
达到法定条件后再从事特定经
营活动。有关部门实行全覆盖

例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
诺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
并予以从重处罚。
对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和公众
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审
批事项，保留审批，优化准入服
务。要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审批
时限，减少审批环节，下放审批
权限。
方案称，通过“证照分离”
改革，有效区分“证”“照”功能，
让更多市场主体持照即可经
营，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
题。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进一步推进联合执法，建
立统一“黑名单”制度，对失信
主体在行业准入环节依法实施
限制。

怀柔首个城市森林公园开工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晶晶
通讯员 钟勇辉 吴凡）

近日，怀
柔区城南森林公园项目全面启
动建设，预计 11月中旬开始苗
木栽植工作，年底前完成主体
栽植。作为该区首个城市森林
公园项目，建成后将为怀柔新
增一个集绿地、花圃、树林、水
系等于一体的休闲空间。同时，
因公园地处怀柔老城区与科学
城之间，紧邻怀柔雁栖湖联络
线西侧，建成后也将成为展示
怀柔城市新貌的又一窗口。
据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项目位于老城
区东南角，北至兴怀大街渔
场三角地(含三角地)，东至

京密高速 G101，西至京承铁
路，南至南华市场。用地面积
约 82.79公顷。
据悉，城南森林公园项目
将整体打造富有质朴乡情、诗
意人文的森林画卷。以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指导
思想，进行多元化的森林演绎，
上承中国传统山水精神，下接
自然共生和谐原则。预计新植
乔 木 16101株 ， 新 植 灌 木
22738株，竹类 8959株，新植
地被花卉 53.7万平方米，水生
植物 4058平方米。同步建设园
路、庭院、给排水等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据了解，城南森林公园将

由北至南打造三大功能片区。
北侧生态修复区位于兴怀大街
以北三角地块，面积约 6.7公
顷，设计在保留现状林基础上，
适度增加园路、完善绿化层次
色彩，打造以生态修复、景观提
升为目的的区域；核心景观区
位于兴怀大街与规划南华市场
东延路之间，面积约 65公顷，
将设置公园门区、机动车停车
区、铁路噪声隔音区、湿地科普
区、森林活动区、特色乡土植物
展示区、小泉河廊道景观区等；
南侧生态修复区位于规划南华
市场东延路以南，面积约 11公
顷，功能设置主要以生态修复、
雨水收集为主。

金龙鱼 1:1:1 倡导均衡营养健康生活
2018 人民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大奖揭晓

11月 6日，由人民网·人民
健康、金龙鱼黄金比例调和油以
及天团健身联合主办，国家体育
总局、中国营养学会和相关地方
党委政府共同支持的“金龙鱼
1∶ 1∶ 1 舞出好比例”2018人
民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北京居
庸关长城脚下圆满落幕。
大赛总决赛大奖出炉

2018年 9月初，“ 金龙鱼
1∶ 1∶ 1 舞出好比例”2018人
民广场舞大赛正式启动，于 9月
10日在北京开启第一场全国城
市赛，直至 10月 30日在广州圆
满收官。其间，大赛足迹踏遍北
京、天津、武汉、郑州、上海、福州、
重庆、杭州、成都、深圳、南京和广
州等 12座城市，吸引了全国近
1300支广场舞队参加比赛，直接

参与选手近 1.8万人。
挑选了 5支特色舞队进行串烧舞
11月 6日，2018人民广场舞 蹈表演，更以街头快闪的方式将
大赛总决赛在“天下第一雄关”居 中国社区舞蹈文化的独特魅力向
庸关脚下举办。16支队伍依次亮 全球五大洲展示，向全球传达健
丽登场。经过近 3个小时的激烈角 康积极、充满“正能量”的中国文
逐，一、二、三等奖得主纷纷揭晓。 化。当大屏幕中无人机的镜头从
总决赛现场，益海嘉里食品 城市赛和全球五大洲的精彩快闪
营销有限公司小包装油综合品牌 切回到居庸关总决赛现场，1000
项目部总监黄筱淮表示，金龙鱼 名热爱生活、关注健康的舞者踏
始终坚持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优质 着欢快的步伐，伴随音乐翩翩起
安全的粮油产品。自 1991年第 舞。这是全球快闪的最后一站，
一瓶小包装调和油上市至今，将 “千人快闪”共跳一支舞，向全球
“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作为产品 网友展现中国人的健康风貌。在
初心和核心目标，不断满足现代 欢呼声中，大赛圆满结束。
人升级的营养需求，守护国民健 倡导均衡营养健康生活
康餐桌，同时，向消费者普及健康
人民健康携手金龙鱼 1∶ 1∶
营养知识。
1与天团健身共同举办此次大赛，
“
千人快闪”展现健康风貌
旨在传递全民运动精神，倡导健
在决赛现场，主办方还精心 康生活理念，传播积极向上健康

的生活方式与态度，通过展现人民
群众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与良好
社会风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
更多的精神养料与充足动能。
益海嘉里集团消费品事业部
总监、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波表示，28
年以来，益海嘉里集团始终坚持
为中国老百姓提供更优质、更安
全的粮油产品，致力于推广健康
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而金龙
鱼 1:1:1调和油作为益海嘉里

的旗舰产品，获得首个粮油行业
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并率先提出
了脂肪酸均衡、健康生活的新理
念。从引导消费者科学用油、注重
营养比例，到助力广场舞大赛，发
挥了金龙鱼 1:1:1品牌优势和
人民网·人民健康的融媒体优势，
向广大消费者生动地宣传了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未来，金
龙鱼将继续传递中国粮油的好声
音与正能量，推动全民运动、倡导
健康生活理念。
（李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