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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 至 8 日，我区累计共接待游
客 53.2万人次，营业收入 1837.74万元。

消费市场成绩单出炉

笔者从区商务局获悉，国庆中秋“双节”期
间，丰台区商业企业精心组织市场供应和促消
费活动，节日商品货源充足销售火爆、餐饮消费
回暖、重点商圈人气旺盛、国潮主题促消费活动
精彩纷呈、夜间消费增光添彩、商旅文融合消费
成为新热点、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到位。

节日商品货源充足销售火爆

新发地等批发市场供应量稳定，蔬菜水果
供应品种不断“上新”，双节期间蔬菜供应品种达
到 251 个、水果 219 个，品类数量恢复到往年水
平，为市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重点监测的
13家超市销售额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 92%，客
流量恢复至七成。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供
应稳定，蔬菜、鸡蛋、猪肉、水果等价格平稳，月
饼、水果等节日礼品最受消费者青睐。

餐饮消费回暖

丰台区第六届金秋美食节拉开帷幕，推动
了节日期间餐饮消费，重点监测的 30 家餐饮企
业销售额恢复至去年同期 93%，比上一周环比
增长 22.3%。餐饮企业主推寓意团圆、亲情的
菜品，除折扣满减、特价菜品等优惠外，
推出了“国庆吃面 国泰民安”等新民俗
活动，用行动祝福祖国。发出“我
光盘 我光荣 丰台在行动”倡议，
倡导“文明就餐、杜绝浪费”的用餐
文化，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的良好餐饮氛围。

重点商圈人气旺盛

重点商圈有序恢复，呈现出销售回暖、客流
量回升的趋势。重点监测的 17家商场销售额恢
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 91%，客流量恢复至去年同
期的 85%。节日期间，丰科万达、翠微百货大成
路店、西铁营万达客流量实现正增长，槐房万达、
方庄购物中心客流量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国潮主题促消费活动精彩纷呈

约“惠”丰台——国潮京品月启动，举办促
消费活动 30 余项，活力焕发，突出国潮特色，促
进双节消费。除团购、满返、代金券、抽奖等促
消费方式外，西铁营万达、公益西桥华联、合生
广场、大红门集美等多个热门商圈推出国潮之
夜彩虹跑、红歌快闪、汉服秀、脸谱彩绘、国风市
集、千名少年绘祖国、新能源汽车进商圈等国潮
主题促消费体验活动。

夜间消费增光添彩

众多商家开展夜间活动，延长营业时间，为
消费者提供福利，为节日夜空增加新的亮色。

花乡奥莱村举办“聚乐双节 音你而来”嗨唱狂
欢夜，邀请流量明星、网红达人到场表演、与观
众互动。槐房万达举办秋日赏萤游乐季，萤火
虫灯景、科技游乐等设施吸引消费者体验。花
卉大观园举办首届国潮夜游节，包括梦幻国潮
秀、潘多拉秘境、国潮夜市、粉色沙滩等多个主
题，传统与现代融合，成为节日期间网红打卡
地，客流量比去年同期成倍增长。

商旅文融合消费成为新热点

游山水、看演出、逛博物馆等文化、旅游消
费成为节日消费重头戏。汽车博物馆举办“月
圆京城 情系中华”活动，包括延时开放、月下
吟诵、拼装汽车、篆刻印章、DIY 月饼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二七厂 1897 科创城举办“不忘初
心 彩绘未来”公益彩绘表演。“卢沟晓月”中秋
诗会在园博园举办。世界公园金秋国际旅游
风情节开启，举办“十一黄金周环游世界七天
乐”晚场演出。

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到位

节前召开全区商务行业“国庆、中秋”安全
生产及安保工作培训会，近 500 家企业参加，向
全区商务行业企业发放《关于做好“国庆、中秋”
节日期间商务行业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

疫情防控、供应保障、安全生
产 、垃 圾 分 类 等 相 关 工 作 。
节日期间每日出动检查组，
共实地督导检查超市、商场、
餐饮企业 49 家，抓实抓细各
项防范措施的落实，有效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营造节日期间良
好的消费环境。

王佐镇“十一”期间迎来7万游客

记者从王佐镇获悉，舒适的温泉资源，丰富
的运动项目，多样的玩游乐设施再加上文艺范
儿的南宫自然艺术博物馆这套“组合拳”打下
来，国庆中秋黄金周期间王佐这个小镇接待了
游客 7万多人。

作为一个“老牌”的旅游小镇，丰台王佐镇
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不断“突围”，为广大市民
周边休闲游提供更丰富多样的选择。比如传统
的地热温泉，在传统的养生温泉基础上，推出了

“森林温泉”,游客可以在露天泡秋冬养生药泉，
比如人参泉、灵芝泉、枸杞泉等，还有有趣的花
香泉和蔬果泉，比如菊花泉、玫瑰花泉、黄瓜泉、
柠檬泉等，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这里在蓝天绿
树中泡温泉。

除了温泉，北京市第一家村办公园南宫苑
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一块废弃地打造成崭新
的南宫湿地乐园，在这里既可以乘坐森野小火

车在树林、草地、湖泊中穿梭前行，还可以驾驶
UTV 全地形敞篷越野车感受速度与激情，或者
在栈桥亲水区绑个吊床，摸摸小虾小鱼。在高
大的树冠下，在离地 2 米多的半空中，树上绳网
乐园成了孩子撒欢儿、大人减压的新空间。

爱运动的人可能觉得树上绳网乐园的运动
量太小，由原南宫体育公园升级的南宫露营运
动乐园，包含了体育健身、亲子拓展、户外露营
等项目，踢场足球、打个篮球、高空拓展、真人
CS 这里都有，还有网笼探险、钻洞、爬网、吊绳
等亲子项目。

除了能泡温泉、撒欢儿玩和运动外，文艺范
儿的人也能在这里找到打卡地。北京最大的鹦
鹉园里，喂鹦鹉、和散养鹦鹉零距离接触，随便
拍一张就是“大片儿”的感觉。

而在北京市首家村办博物馆——南宫自然
艺术博物馆，赭红色的砖块垒砌成颇具“工厂”
风的博物馆，斑驳的“大铁门”有着厚重的历史
感，从天空中垂下来的 700 多滴“水滴”里的种
子标本，摆了一面墙的中药标本，还有东北虎、
麋鹿、朱鹮、褐马鸡、雪豹、穿山甲、丹顶鹤……
包括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 100 多件珍贵动物标
本在内的上千件动植物标本，让你流连忘返。

王佐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中秋黄金周
期间，王佐花园旅游小镇 8天的时间就接待了 7
万多名游客。“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旅游应急预
案，主要领导多次到青龙湖公园和南宫地热博
览园等景区检查疫情防控和健康码管理，强调
食品安全、游客服务，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每
一位游客。”这位负责人介绍，疫情常态化后的
这次黄金周是一次考验，完成这次应考后，下一
步王佐镇将在游客服务及设施管理等方面不断
加强管控力度，为广大市民提供放心又丰富的
休闲旅游空间。 特约记者 孙颖/文

丰台累计共接待游客53.2万人次
国庆中秋

本报讯“世界上没有垃圾，只
有放错地方的宝藏。”为进一步加强
垃圾分类工作的力度，提升广大干
部职工及家庭对垃圾分类的认识，
逐步养成绿色、环保、低碳、文明的
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区医疗保障
局开展了“垃圾分类我先行 绿色家
园齐守护”四个一系列活动，即一次
学习研讨，树立思想认识；一张承诺
书，明确主体责任；一次集体自检，
找准问题差距；一次主题活动，弘扬
志愿精神。

据了解，区医疗保障局将垃圾
分类融入到创建节约型机关、家庭
生活分区、社区环境整治等日常工
作生活，通过党组带头学、全员积极
学的集中学习研讨，全面掌握垃圾

分类方式方法，引导全体干部职工
树立垃圾分类新风尚，人人有责人
人必分的思想认识。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签订生活垃圾分类承诺书，通
过个人、单位、社区居委会三方签
字、盖章，形成三方共同发力，个人
实行自我约束，单位和社区共同监
管的协同机制。结合物业反馈问
题，研讨分析本单位办公区垃圾分
类难点痛点，每周至少开展一次自
检自查工作，深入了解自身存在问
题。对办公环境的海报、标识、垃圾
桶破损以及垃圾冒满等问题建立清
单，逐一进行沟通、整改。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一小时”主题活动，积极
组织发动干部职工为社区绿化发
展、垃圾分类做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赵旭莹）“我们
单位有个博士着急落户给孩子办入
学，听说主要获奖人可以办理人才
引进，我是新接手这个事儿，想问问
具体怎么操作？大概需要多久？”经
办人李女士打来咨询电话，丰台区
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为李女士详细
解答了疑问，并告知可以关注“丰台
区聚才引智之家”微信公众号，上面
有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等关于人才服
务的政策解读。

记者了解到，针对人力引进政
策比较细致且人才适用个性化条件
多，企业经办人员流动性强、新老交
接不细导致新经办人对政策一知半
解等问题，丰台区人力社保局除了
依托丰台区人才服务群和微信公众
号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外，还结合最

近社会关注度高的应税收入计算方
法、主要获奖人确定等问题，依托腾
讯会议平台定期开展直播宣讲，为
区域重点发展企业、博士后设站企
业、聚才引智之家会员企业等提供
从政策解读、注意事项填报到人才
引进条件优化等全流程定向指导。

据丰台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确保企业应享尽享人才
引进政策，丰台区开通邮寄件受理模
式，通过微信、邮件等“一对一”在线
指导重点企业进行材料申报，建立了
丰台区人才引进数据库，对已上报人
才引进但未批复名单进行定期梳理，
安排专人实时跟踪未批复人才提升
条件可能性，结合行业特点给出提升
职称、学历等个性化建议，积极与市
局沟通推荐优质人才。

本报讯（通讯员 徐贵锋）月季
作为北京的市花，是首都的绿色名
片，近日，综投集团公司所属金三环
公司历时半个月设计创作的月季造
园，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总
工会、大兴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职工技协杯”月季市花造园大赛
中，被专家组评为最佳组织奖。

据设计者王丹介绍，这次设计创
作的月季造园整体造型以月季花为
型，花蕊部分点缀三株冠状月季，形
似音符，寓意花从蕊中来，花随风中

舞的灵动；园子借助场地周边的廊架
和现有苗木，利用白色鹅卵石、仿木
围栏，突出月季品种多样、色彩丰富，
让游人漫步园中，亲近花、感受花，因
月季花期较长，春季开得尤为茂盛、
鲜艳，市花造园取名为“赏春园”。

通过此次大赛，提升了月季在
城市绿化美化中的应用水平，培养
激励了金三环公司一批在月季应用
及园林设计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引
领和激发了广大职工学好技能、用
好技能、创新创造的热情和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刘江锋）“烦事找我，退
休无忧。大家好，我是主播樊珺。今天和大
家一起聊聊退休这件事……”打开抖音平台，
搜索“烦事找我，退休无忧”就可以观看丰台
区人力社保局主办的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宣教
视频。笔者了解到，这是本市首个由政府职
能部门利用抖音开展政策宣讲、解读的公共
账户，平台 10月 1日正式开通运营，目前已发
布两期。

据了解，现阶段涉及职工养老保险退休
审批的法律、法规、政策、答复口径有近 500
件，从1961年的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到今年9
月的经办规定，涉及养老保险参保时间等各项
规定，政策宣传内容体量大、难度高。而对政
策的不清楚、不理解又会导致信访、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增多。

面对如此繁重的民生重任，丰台区人
力社保局结合新媒体网络技术和群众的

碎片化信息接收习惯，开通“烦事找我、退
休无忧”退休政策抖音视频宣教平台，以
樊珺、吴忧两名经办人员为宣讲骨干，以
养老保险涉及的近 500 件法律、法规为依
据，围绕群众关注度高的“视同工龄认定、
退休金计算方法、外埠在京退休条件”等
问题，用群众听得懂的“白话”讲政策、解
难题；依托丰台社保中心和“人人就业”微
信公众号，每周发布一期图文，实现养老
保险政策让参保人看得懂，养老保险待遇
测算让参保人算得清。

“群众想了解什么政策，我们就讲什么
政策；群众怎么了解政策方便，我们就按群
众的需求讲政策。”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姜
丽洁说，“退休审批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
我们想通过抖音、微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把政策和经办送到群众身边，帮助他
们政策看得懂、待遇算得清。”

本报讯（通讯员 姜丽）根据节
假日人流分布特点，区环卫中心统
筹协调作业资源，延长作业时间，
加大重点地区、旅游景点、交通枢
纽和主要道路保洁力量，确保保洁
效果。采取“双组合”（即人机配合
和人机结合）工作模式，强化“加频
次、加车辆、加工作量”措施，在缩短
作业时间和提高路面洁净度的同
时，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和道路扬尘
污染。

同时对火车站、公园等重点地
区周边道路科学合理布控人工、机
械化清扫保洁作业力量，推行“人工
精扫细保、机械深度保洁”作业新模

式，加大对公交站点、过街天桥、地
下通道、地铁口周边等人流量相对
较为密集区域保洁及消毒消杀力
度。加大对垃圾楼（房）、垃圾中转
站、公共厕所（办公区域、职工休息
点）等环卫设施消毒消杀力度，加强
垃圾分类管理，优化垃圾收集、清运
等环节流程，确保生活垃圾分类中
端收运处置有序。

10 月 1 日至 8 日，区环卫中心出
动各类服务保障工作人员 26465 人
次，出动各类机械化作业车辆 4303
车次，用水 55558 吨，出动检查人员
811 人次，圆满完成国庆、中秋“两
节”期间服务保障工作任务。

为方便我区市民绿色出行，加强新建居民小区、末梢道路的地面公交线网覆盖，落实地面公交微循环线网规划，经
与属地街乡镇和公交集团共同研讨、制定方案，拟于2020年9月22日首发新开通3条（专146、专179、专180）微循环公
交新路，解决了槐树岭区域、青秀城区域和樊家村区域近10000人实现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干线的高效接驳。

我区新开3条微循环公交线路

首末站：青秀城
东区－地铁草桥站

方 便 青 秀 城 小
区乘客接驳地铁 10
号线草桥站。

中途设站：青秀
城东区、康华路（地铁
草桥站→青秀城东区
方向）、马家楼桥北、
玉泉营桥南（地铁草
桥站→青秀城东区方
向）、地铁草桥站。

营业时间：青秀
城 东 区 6:45-9:30、
16:45-20:30； 地 铁
草 桥 站 7:00-9:45、
17:00-20:45。

首末站：樊家村公交场站－
郭公庄西

增加郭公庄南街地面公交线
网覆盖，丰富郭公庄地区及樊羊
路沿线地面公交线路走向，方便
乘客通勤及就医出行，接驳地铁
10号线首经贸站。

中途设站：樊家村公交场站、
万 芳 园 二 区 、地 铁 首 经 贸 站 、首
经 贸 南 路 东 口 、四 合 庄 东 、花 乡
桥北、花乡桥南、益辰欣园小区、
幸 福 家 园 小 区 东 、郭 公 庄 、郭 公
庄 南 街 东 口 、郭 公 庄 南 街 、郭 公
庄西。

营业时间：樊家村公交场站
6:00-8:50、16:30-20:10；郭公庄西
6:30-9:20、17:00-20:40。

首末站：槐 树 岭 公 交 场
站 － 槐 树 岭 公 交 场 站（单 向
环行）

方便西山甲一号及周边
社区乘客出行，接驳地铁 14
号线张郭庄站。

中途设站：槐树岭公交场
站、槐树岭南站、地铁张郭庄
站、园博西二路东口、长顺二
路、得秀北街、地铁张郭庄站、
槐 树 岭 南 站 、槐 树 岭 公 交
场 站。

营业时间：平日7:00-10:30、
16:00-19:30，节假日8:30-17:00。

新开专179路

解决多个区域
与轨道和公交干线高效接驳

新开专146路 新开专180路

金三环公司荣获北京市“职工技协杯”
月季市花造园大赛最佳组织奖

区环卫中心站好双节岗

区医疗保障局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活动

丰台区人力社保局开通
退休政策抖音视频宣教平台

丰台区人力社保局
人才引进服务“更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