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双减”政策下博物馆、
科普基地等单位发挥的社会文化科普教育作用，中
国园林博物馆特别在2022年寒假前夕，推出两项
重磅展览以及丰富的寒假文化科普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融合呈现的方式，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市民观
众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1月18日，“琳瑯——全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
产品集萃”展览于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拉
开帷幕。展览涉及全国80家文化文物单位，共116
套900多件展品，涵盖服装服饰首饰彩妆、文具玩
具、家居用品、餐饮用具、挂饰配件、艺术品及摆件
等。通过多重维度来呈现文创展品的创意巧思，展
现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产品如何被注入博物馆
的文物与文化元素，对博物馆未来的文创产品开发
提供更多的思路与可能。展厅内设置了观众互动
体验空间，通过魔方拼搭、园博馆新春送“福”、送

“虎”等拓印活动了解全国近百家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中所蕴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印记，增加展览的趣
味性和观众的认同感、获得感。

同期园博馆一并推出了“四时闲居·清供真趣”
展，于18日以预展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围绕与园林
有着紧密联系的传统习俗“清供”，从另一个角度解
读活态园林。此次展览展品类别丰富，涵盖书画、
古籍、器物、家具等77件（套），是园博馆馆藏紫砂
类盆器首次展出。展览根据展厅场景设定三处互
动体验空间，以时间与空间相对应的形式展示清供
的岁时文化和清供习俗，通过多媒体情景展示各场
景清供文化的延展内容。

此外，观众可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微信小程

序上欣赏到来自两项展览共152件精美文物和展
品的图文音频介绍。在现场观展中，为确保疫情
防控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观众对展览的理解与知
识获取，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无接触”自
助导览讲解聆听。

同时，“园林小讲师”青少年综合素质实践教育
活动，是中国园林博物馆园林社会教育启蒙和志愿

实践教育的金牌课程。在寒假期间，园博馆将进一
步结合两项重磅文化展览，以及正在展出的“冬奥
科普画廊迷宫”科普展示，开展“双奥之城 魅力园
林”双语园林小讲师冬令营活动，充分发挥科普基
地在“双减”背景下的优势，通过培养自学兴趣和能
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孝亲敬老责任意识，塑
造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和健康人格。原梓峰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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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确的方法洗手能有
效地防止感染及传播疾病。
每个人都应养成勤洗手的习
惯，特别是制备食物前要洗
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
家后先洗手。用清洁的流动
水和肥皂洗手。

勤洗头、理发，勤洗澡、换
衣，能及时清除毛发中、皮肤
表面、毛孔中的皮脂、皮屑等
新陈代谢产物以及灰尘、细
菌，防止皮肤发炎、长癣。

每天早晚刷牙，饭后漱
口。用正确方法刷牙，成人
使 用 水 平 颤 动 拂 刷 法 刷
牙。吃东西、喝饮料后要漱

口，及时清除口腔内食物残
渣，保持口腔卫生。提倡使
用牙线。

洗头、洗澡和擦手的毛
巾，应保持干净，并且做到
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
用毛巾和洗漱用具，防止沙
眼、急性流行性结膜炎（俗
称红眼病）等接触性传染病
传播；也不要与他人共用浴
巾洗澡，防止感染皮肤病和
性 传 播 疾 病 。 不 与 他 人 共
用牙刷和刷牙杯，牙刷要保
持清洁，出现刷毛卷曲应立
即更换，一般每 3 个月更换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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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丰台医院年内实现新院区
开诊；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今年开建二期……记者从丰
台区卫生健康委获悉，丰台区通过打造多层次医疗链、
加强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切实让群众享有高质量医疗发展带来的红利。

2021 年丰台医院成功完成了三级医院评审晋级。
与此同时，建设用地面积3.7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1.34 万平方米的丰台医院提质改建工程也在顺利进
行。目前，该工程正处于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阶段，预
计今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12月份投入使用。提质改造
后的丰台医院将设置床位数900张，今后作为丰台区区
域医疗中心将极大提升地区整体医疗服务能力。

除了丰台医院提质改建外，丰台区属三级甲等中西
医结合医院——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将有大动作：启
动二期工程。

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战备医院及定点救治医院，一期于2007年底开诊，现在
年门诊量近50万人次、出院病人1万余人次，医院的规
模越来越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二期建设项目包括病房
综合楼及配套设施用房，计划设置10个护理单元、中心

透析室、内镜中心、手术室等科室及部分放射影像检查
设施。建成后将更加全面地提升丰台河西地区的医疗
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为区域建设
和保障群众健康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医疗支持。

目前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二期工程已完成立项前
的所有准备，正在进行深化设计阶段，计划于今年第三

季度实现开工，2024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康复医学是现代医学“预防、临床治疗、康复”三位

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居民对康复医疗的需求也
越来越大。为此，丰台区2021年引进了首家三级康复
医院——北京华生康复医院。该院位于南中轴东侧光
彩路，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有着3000
平方米的康复大厅，天轨悬吊系统、下肢机器人、减重站
立架……康复辅助设施品类丰富。

记者了解到，华生康复医院建立了“临床康复一体
化”标准诊疗服务体系，在打造神经康复、老年康复、心
肺康复等六大康复专科的基础上，建设支撑康复专科、
满足社区需要的全诊疗科室，运动损伤康复、骨科康复、
心肺康复、神经认知康复等都可以“一站式解决”。目前
该院已完成医保申报，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完成审核，纳
入医保定点医院。

2021年丰台区还迎来了首家中医医院——南苑医
院。作为丰台区第一个中医医院，南苑医院将把中医绿
色诊疗、中医文化、中医健康旅游等理念融合一起，建设
符合新时期要求、面向未来的医康养一体化发展的创新
型中医医院。

本报讯（通讯员 崔颖）近日，中关村
丰台园企业北京慧拓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其母公司作为融资主体，宣布完成近 3
亿元C轮融资，再创赛道内单笔最大融
资纪录。2021年，慧拓连拿两轮共计超
5 亿元融资，创赛道新高。这是丰台区

“丰帆行动”又一成功案例。
据了解，“丰帆行动”即丰台区培育

和引进高成长企业行动，将着力培育引
进100家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发展潜
力大的优质大中小企业，为丰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北京慧拓无限科
技有限公司承载了母公司的人才、研发、
市场等重要功能，是国内领先的智慧矿
山、智慧矿车、矿车无人化领域解决方案
和运营服务商，于2021年加入了丰台区
科信局和丰台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共同
开展的高成长企业培育“丰帆行动”。

一年来，“丰帆行动”通过提供管家
式服务、搭建丰企金融平台、举办政策宣
讲及项目路演等方式引进培育了高成长
企业 112 家，北京慧拓无限科技有限公
司即为其中翘楚。在丰发展走访服务的
基础上，丰台区科信局积极为其对接科
技政策、人才政策。

2021年是慧拓商业化进程全面提速
的一年，商业化速度与规模化能力遥遥领
跑行业。截至2021年底，商业订单总额
达5亿元，复购率超70%，稳居行业第一。
商业化交付离不开过硬的技术和产品实
力，慧拓在自主研发“平行矿山操作系统”
的过程中，将核心技术攻关与真实场景需
求牢牢结合，打造出世界唯一全机型、国
内唯一多矿种、全场景适配的智慧矿山操
作平台——愚公YUGONG，在“卡脖子”
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021 年 9 月，由国家能源集团大雁
公司联合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慧拓合作的世界首个极寒工况5G+220
吨无人驾驶卡车编组运行工程，通过了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工业性示范运行安
全评审和科技成果鉴定，成果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实现两项“世界首个”和三项

“国内首个”，填补了当前极寒地区矿山
设备无人化技术领域的多项空白，在国
内相关领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经验可
复制推广。该项目的高质量交付，标志
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平行矿山操作系统全
面赋能智慧矿山的时代已经到来。

同时，慧拓尽心竭力推动整个矿山

无人化的行业标准化，在大量项目的落
地过程中打造了一套业内领先的交付流
程。正是有了这样成熟的技术方案和一
流的标准化交付流程，让慧拓在多个矿
山场景实现了快速规模化复制。不到两
年时间，慧拓参与了近八成的全国前十
名煤矿的智慧矿山无人化项目。截至目
前，慧拓已交付超过 200 辆无人驾驶车
辆，全面服务包括国家能源集团、华能集
团、国家电投集团、大唐集团、中国宝武、
中煤集团、金隅集团、华润集团等国内顶
级能源集团和矿企，落地三十余个矿
区。客户伙伴一致认为，慧拓自主研发
的平行矿山操作系统——愚公 YU-
GONG可大幅度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
产作业效率，并可结合社会发展要素为
实现绿色、安全、智能、可持续发展矿区
提供完备的平台支撑。

2021 年 9 月，慧拓与陕煤集团小保
当煤矿、中国电信携手建设的小保当

“5G+智慧矿区”通过验收，项目在井工
矿无人驾驶领域，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
破，使慧拓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提供
露天矿无人化与井工矿无人运输场景解
决方案的公司，这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煤炭工业的进一步深度融合，标志着煤
炭工业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一次积极探
索，“矿山工业互联网”进一步落地。

依托技术优势及矿山半封闭场景成
功落地经验的积累，2021年慧拓在园区
物流与智能网联建设等多个封闭/半封
闭场景展进行商业化落地延展。2021年
3月，慧拓与航天科工旗下贵州天马机电
在园区物流领域展开合作，以愚公系统
为基础，实现任务需求驱动的物流车实
时监控与综合调度，显著提高作业安全
和生产效率，慧拓园区物流解决方案具
备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而从矿区场景
到园区物流场景，标志着慧拓多场景商
业化落地新里程的开启。

北京慧拓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丰
台区高成长企业引进培育的典型案例，
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印证了，“丰
帆行动”高成长企业培育对丰台区新兴
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的变革和区域经
济的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升
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壮大自主品牌的
同时，在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发
挥标引领作用，为丰台区支撑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作出坚实贡献。

北京慧拓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助力母公司完成近3亿元C轮融资

本报讯（通讯员 马瑜）群众
利益无小事，群众诉求无小事。
春节前夕，为让可敬可爱的参战
伤残老兵早日享受到护理费等
工伤待遇，安心过个好年，丰台
区人力社保局劳动能力鉴定中
心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受理、安
排鉴定时间，一支“党员鉴定小
分队”反应迅速，3 日内组织上门
为伤残老兵张国赞进行复查鉴
定工作。

“你好，我是一名伤残军人，最
近我的伤病加重，看不见东西，身
体各处有弹片的地方疼痛难忍，特
别是头痛，疼起来行动困难，想赶
在春节前申请一次复查鉴定和护
理补贴。”几天前，伤残老兵张国赞
在给劳鉴中心的电话中说道。张
国赞简述了他在战场上为国家和

人民英勇奋战、不畏生死的难忘经
历，两次执行侦察任务时多次被炸
伤，大小300多块弹片留在体内，经
手术后眼部等其他部位仍有100多
块弹片无法取出，造成双眼无光
感，右眼球萎缩、左眼黄斑裂孔、黄
斑前膜，多处穿透性枪伤，生活无
法自理。劳鉴中心工作人员得知
情况后，第一时间抽出人力、时间，
快速反应开通“绿色直通车”服务，
赶在春节前夕将出具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提速到7日内。

劳鉴中心高度重视“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帮助群
众解决困难事、忧心事、揪心事，
着力打通为民服务快速渠道，保
障工伤职工早日享受到相关待
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李栗）冬奥的
脚步日益临近，为以安全有序、畅
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迎接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丰台志愿者
近日在区内11个交通文明示范路
口全面上岗，集中开展文明交通志
愿服务。以服务传递文明交通理
念，用行动助力丰台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

1 月 11 日至 16 日，连续六天，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每天早、
晚高峰时段，丰台志愿者准时出现
在各个示范路口，集中开展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活动。在寒风中守望
文明出行的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迎
接冬奥盛会，助力丰台创城。

杜家坎环岛、大瓦窑环岛、小
井桥下、科丰桥下、富丰桥下、马场
口、海户西口、公益东桥、刘家窑桥
下、赵公口桥下、建银路口，区内11
个交通繁忙的重要路口都有身着
志愿者马甲，手持“文明交通”引导
旗的丰台志愿者。

丰台区相关街道机关干部、社
区工作者、志愿者共计528人次，参
与文明交通志愿服务，为城市安全
出行保驾护航。

在岗服务期间，志愿者不畏
严寒、不辞辛苦，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活动，在人流较多的路口协助
交警维护交通秩序，提醒车辆文
明礼让斑马线，引导行人和非机
动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倡
导广大市民自觉摒弃陋习，共同
营造文明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文明交通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志愿服
务精神，累计志愿服务时长约为
1056小时。

文明礼让一小步、城市文明一
大步。丰台志愿者将持续在奉献
中传播友爱，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
志愿服务活动，积极营造文明礼
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
境。以实际行动扮靓文明丰台，迎
接冬奥到来。

春节前夕便民解困
丰台劳鉴提供上门服务

丰台志愿者扮靓文明交通示范路口

本报讯 日前，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长城资产”）荣获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颁发的

“2021 年度债券业务锐意进取机
构”奖。

债券业务锐意进取机构奖是
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从全国银行间市场 3200 多家法
人金融机构中评选出来并颁发给
年度债券业务交易规模增长快、
恪守信用、对市场建设做出较大
贡献的金融机构。中债评优是我
国债券市场最具权威和标杆的重
要奖项，旨在鼓励先进、引导创
新 ，促 进 债 券 市 场 持 续 健 康 发
展。2021 年，中国长城资产在中

央结算公司的平台交易结算量累
计达到 10636 亿元，较上一年度增
加了 3.25 倍，并做到了全年营运
交易无差错。

中国长城资产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11 日，注册资本 512.3 亿元，
是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
一，2021 年，中国长城资产与丽泽
商务区管委会正式签署合作协
议。协议签署后，将与丽泽商务
区管委会开展深入合作，进一步
促进丽泽金融产业集聚，推动现
代金融商务新业态发展，为丽泽
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发挥积
极作用，全力助推丰台“两区”建
设相关工作。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中国长城资产荣获
“2021年度债券业务锐意进取机构”奖

医疗中心、三级康复医院都有大动作

丰台打造多层次医疗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 徐国红）“提前过年啦！”1 月 17
日至18日，丽泽金融商务区丽泽SOHO楼宇大堂内张
灯结彩、热闹非凡，摇身变成一场庙会。按照非必要不
出京的要求，丽泽商务区管委会积极走访商务区各楼宇
和入驻企业，倡导大家就地过年。

仰望着世界最高中庭，画糖人的老师傅把甜蜜装在画
里。一群人围着老师傅，看他用腕力舞动勺子，提拉收放
间，栩栩如生的画像自然而成。春节自然少不了张贴对
联，现场有师傅为大家写对联，起笔挥墨，幅幅喜庆，张张
精彩，祝福就在字里行间。现场还有年味十足的窗花，由
纸制成，却恰似真花盛开，火红的颜色，象征着幸福美满。
过春节少不了年货，活动现场还有豌豆黄、驴打滚等特色
年货小吃等。

据介绍，考虑年末多地疫情反复，丽泽SOHO物业
为楼宇办公人员精心准备了丰富的年货，寄托辞旧迎新
的美好愿望，用小细节和仪式感营造了浓厚的春节氛
围，使大家感受传统文化带来的暖意，在丽泽SOHO过
一个幸福温暖的新春佳节。

中国园林博物馆连开两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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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红徐国红//摄摄

丽泽SOHO陪你过年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刘平刘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