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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响应伟大号召 把巨大热情转化为强大工作动力

日前，通州区城管执法局组织
全体党员、预备党员走进新光大中
心安·美术馆，参观“红星照耀大
运河——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
区历史主题展览”，重温通州百年
发展历程，传承通州党员伟大奋
斗精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参观人
员怀着崇高的敬意，认真参观了展

厅各个版块，全面回顾了通州百年
发展的光辉历程，在追寻通州历史
的红色记忆中感悟初心使命。参
观最后，全体党员、预备党员在党
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党员们纷
纷表示，要立足本职、扎实工作，以
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
华诞献礼，为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通州区城管执法局参观红色主题展览通州区城管执法局参观红色主题展览

客场作战：30天创造“首
旅速度”

昌平阅兵村的服务保障任务是此
次保障任务中的重要环节，11家企业
组成的 800多人保障队伍在驻地封闭
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各企业面临“客场
作战”，任务涉及餐饮、住宿、商业和交
通运输等方面，服务对象超 12000
余人。

“我们服务了驻地 18 个食堂、23
个住宿楼、1个办公楼、1个会议楼，以
及 8间浴室，经历了开荒保洁、迎接检
查、疫情防控和最后冲刺四大阶段的
考验！”首旅集团团委书记、昌平阅兵
村服务保障任务负责人何寅说。

昌平阅兵村长期闲置，今年 3 月
23 日，首旅集团接到保障任务，便开
始了第一阶段开荒保洁的工作。“光桌
上的土就足有几厘米厚，我们花了大
力气进行设备维修、家具陈设、卫生保
洁，建立各项保障机制和方案，历时一
个月完成，创造了‘首旅速度’。”何
寅说。

可是 5 月底，随着东北出现本土
新冠病例，昌平阅兵村的气氛也变得
严肃起来。“所有工作几乎又从零开始
了！”何寅说，原本食堂开餐最晚 1 个
半小时吃完，疫情防控严格后，上级要
求单面就餐，必须派人指引，设置测温
卡台，配备消杀洗液……食堂门前开
始排大队，就餐时间增加了一倍，一餐
周期延长至 3个小时。食堂厨师和服
务人员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做饭，
全天连轴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得空
就原地拼两把椅子打个盹儿。

疫情防控越发严格，影响最大的
就是采购，所有食材要求当天采，二三
十辆车需要全部更换车证，服务人员
每三天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食材
定期做诺如抽检，冷链运输受限，实
行“一物三检”……虽然集团对防疫
早有应急预案，但实际操作仍然费
心劳神。

所以当鸟巢上方最后燃放起绚烂
的烟花，何寅和同事们才总算松了一
口气，这也是对他们保障成功的庆祝！

应急保障：积极应战诠
释“中国服务”内涵

诸多挑战来自最后冲刺阶段——
三场彩排加一场正式演出。从第一场
彩排开始，就临时增加了夜宵堂食，厨
师随时待命，一接到前方发车的消息，
就开始下馄饨、煮饺子。一般都在凌
晨 12点多开始做，最晚一次拖到凌晨
6点，最后半个月天天如此。

6月24日大家齐心协力不到24小
时就为 12000多名彩排人员准备了晚
餐“盲盒”，让何寅记忆犹新。“24日突
然通知第二天一早所有彩排人员的晚
餐由我们首旅提供，临时采购来不及，
面包、巧克力威化基本清库而出，有啥
上啥，就像‘盲盒’一样，但保证每人七
八样。”过程中，文旅局、食药监局的同
志也加入进来，流水线作业，终于在凌
晨2点完成了分装。

6月 25日彩排当天，天降大雨，厨
师们刚刚洗漱准备休息，得到上级通
知许多演职人员淋雨了，需要食堂熬制
姜糖水。厨师们湿着头发就跑到食堂
找红糖、切姜丝，送到各个宿舍楼门口。

保障期间，首旅人在驻地增开了
超市、咖啡厅，以每顿三荤两素的标配
提供餐饮服务。演职人员在这里度过
了劳动节和端午节两个假期，正处于
疫情防控升级阶段，许多食材不能及
时提供，大家就用饮料摆成桃心，亲切
问候每一位演职人员。“那时候，大家都
像战友、像亲人相互鼓励，有的年轻演
员甚至管我们厨师叫爷爷，大家都很珍
视这段记忆！”何寅说，首旅集团各企业
收到几十面锦旗，口头表扬不胜枚举。

首旅集团总部初夏刚刚搬迁至城
市副中心，负责整个保障活动的核心
部门——大型活动部办公地就在土
桥，组建各种服务力量的指令，就从这
里发往各个地方。“首旅作为国有独资
企业，肩负着政治任务、社会担当，我
们专门成立临时党支部，引领为党庆生
保障工作，首旅始终提倡‘中国服务’，
让宾客感受到国际标准、本土特色、物
超所值的服务，在这场盛会中，我们做
到了用心服务每一刻！”白凡说。

建党百年庆典首旅献上“中国服务”

昨天上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福泽
湖旁，24只小鸳鸯正尝试着第一次走进
大自然。

胆大的几只，试探着先走出箱子，扑
棱了几下翅膀，飞向了距离它们最近的水
面。在水面上游了一阵，感觉不错，一个加
速，撒丫子就飞跑了。后面几只胆小的，观望
了一阵，下了半天“决心”，也跟着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岸边几个正在看热闹
的游客直着急：“这么慢慢吞吞的，飞到
野外能行么？”站在一旁的北京动物园
研究员崔多英博士笑了笑，“别担心，越
是胆小谨慎的，生存能力越强。”

十来分钟之后，24 只鸳鸯全部出
笼，在水面上撒开了欢儿，成群结队地
玩了起来。看到这一景象，北京动物园
的技术人员以及游客都松了一口气。

鸳鸯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的俄罗斯远东
地区、中国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然
而，由于栖息地破坏、人类干扰和非法
捕猎等原因，国内鸳鸯种群数量一度降
至1500至2000对，曾是北京地区罕见的

“旅鸟”。2009年相关调查显示，北京鸳

鸯已不足100只。
从 2009 年开始，北京动物园就着

手开展鸳鸯的繁殖生态学、栖息地选
择与利用、食性与采食行为、迁移与扩
散等科学研究，先后攻克了鸳鸯人工
繁育技术、鸳鸯人工招引技术、鸳鸯野
化放归技术，创建了野生鸳鸯种群复
壮技术体系。

截至目前，北京动物园已连续10余
年向北京城市公园和郊区河湖水域地区
野化放归人工育幼的鸳鸯，共计 300余
只。据2020年底调查，北京地区野生鸳
鸯种群数量已上升到600余只，已经形成
稳定的野生鸳鸯种群。而这次是北京动
物园首次在城市副中心野化放飞鸳鸯。

崔多英告诉记者，这24只鸳鸯其实
都是“弃儿”。“有些鸳鸯生了宝宝却弃
巢了，技术人员就将这些弃卵收集起
来，通过人工孵化的方式繁育成活。”这
些鸳鸯长到45天左右，再通过野化放归
的方式回归大自然。“为何选在这个年龄
放飞？是因为 45 天左右鸳鸯已经具备
了飞行能力，可以在野外生存了。”

在决定野化放归之前，技术人员经
过了周密的勘查，最后选择了城市副中
心的绿心森林公园福泽湖。崔多英说，
这是公园最大的一个湖面，植被发育良
好，水草和水生软体动物、鱼虾、蛙类数
量较多，可为放飞的鸳鸯提供足够食

物，满足鸳鸯野外生存需求。“这里还是
一个新建的公园，猛禽、黄鼬这样的鸟
类天敌还相对较少，对于鸳鸯来说，生
存威胁比较小。”

为了让小鸳鸯能更快适应野外生
活，技术人员在饮食上提前做了调整，

“给它们喂点水草和鱼虾，让它们到了
新环境之后，一下子能辨别出这里的食
物我吃过、我熟悉的感觉。”崔多英说。

这次鸳鸯的野化放飞，进一步丰富

了城市副中心园林生态系统的鸟类多样
性，使该地区生态系统更加趋于完善，助
力城市副中心森林生态系统“活起来”。

鸳鸯放飞完成后，北京动物园的技
术人员将对它们开展视频影像信息采
集和科研科普工作。技术人员为其中的
8只鸳鸯背上了GPS定位背包。未来三
天，技术人员每天都会到绿心公园观察
鸳鸯情况，之后每月进行1次实地观察监
测，收集科学数据，掌握鸳鸯迁徙情况。

北京动物园助力副中心生态系统建设

24只野生鸳鸯首次入住“绿心”
本报记者 叶晓彦 王军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
着全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奋力前行。连日来，城市副中心各企
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出的伟大号
召，把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激发出
来的巨大热情转化为强大工作动力，
始终保持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的好
势头。

一世纪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
举。城市副中心不断“筑巢引凤”，作
为今年新入驻城市副中心的国有企
业，首旅集团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宋宇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
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
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
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
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首旅集团
仅用 18天便完成了总部搬迁，创造了

“首旅速度”，位于环球主题公园西北

部地块的首旅集团总部大楼也在规划
设计中。扎根城市副中心，也将成为
集团上下“二次创业”的起点，未来，首
旅人将发扬“拓荒牛”精神，全力打造
创造精彩生活方式的服务商，发挥自
身优势，带动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功
能发展，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
之都不懈奋斗。

北京北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前
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关
键在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千年之城”和城市治
理指示精神，要把贯彻落实有关指示
精神体现到谋划战略、推进重要工作
的实践中去。要以城市副中心基金为
切入点，构建融资担保、商业保理协同
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聚焦副中心、服
务副中心，充分发挥北投集团金融服
务板块的作用，为副中心建设提供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做好北投爱琴海

购物公园、北投希尔顿酒店的投后管
理，为城市副中心市民提供有品质的
商业服务，为推进“两区”建设、改善城
市副中心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北京建工国通公司全体党员干部
集中收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庆祝大会，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矢志不渝、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新时代共
产党员所肩负的赓续红色血脉、接续
奋斗的责任使命。北京建工国通公司
承担着通州文化旅游区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任务，公司党支部紧紧围绕“全力
以赴保开园，创先争优铸精品”党建工
作主题，坚持首善标准，践行国企担
当，充分发挥支部联创共建优势，持续
推动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职工，攻坚克难，
团结拼搏，优质高效地完成了 32条市
政道路、18 条综合管廊、42 万平方米
的公共绿地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任

务，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开园提供了
有力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建工国
通公司将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
力量，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继续
深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工
匠精神，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文旅区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的数百名党员
日前齐聚一堂，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集中观看了建党 100 周年大会盛况。
佳华科技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兼总经
理李玮表示：“作为一名 28 年党龄的
老党员和一名始终奋战在一线的科技
工作者，此时此刻我感受到深深的自豪
感，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
量！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一种信仰、一
种坚持，繁荣壮大，一步步带领全体中
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佳华科技将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
立足城市副中心，面向全国市场，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攻关一个个技术难题，
拓展一个个产品应用，为城市副中心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城市副中心各企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共产党宣
言》中文译本出版一百周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 3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70周年……一张张方寸邮票，记录了百年
党史的重要瞬间。昨天下午，市台办联合
通州区邮政分公司在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举办了“赏邮票 学党史”主题展览活动，
为党员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本次展览重点展出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篇”“新中国成立篇”“社会主义制
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开创与发展篇”共计75套党和
国家重大历史节点时期发行的珍贵邮
票。包括红色历程、革命先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等主题邮展，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国防等诸多领域，重温中国共
产党从诞生到强大，再到强盛的发展历
程，见证了党的百年辉煌历史。

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称，是一种
特殊的文化载体，它承担着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描绘社会，以及收藏、鉴赏、
宣传等诸多功能，其知识性、鉴赏性、文
化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本次展
览的合作方、通州邮政分公司文传部陈
艳芳介绍，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很
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被铭刻在邮票上，
透过小小的邮票，可以见证党的伟大足
迹，以及新中国的成长和时代变迁。

“这是 1989 年李大钊同志诞生 100
周年发行的，邮票的画面上，李大钊走
上敌人的绞刑台，他昂首挺胸，雄姿英
发，像平日一样穿着那件灰色棉袍，神
色从容镇静。临刑前，李大钊痛斥卖国
军阀的罪行，倾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
伟大心声。邮票的背景是李大钊的《狱
中自述》手迹，见证了一代革命先烈对

初心的坚守。”此次活动邀请了北京市
邮政教育培训中心党建教研组资深教
师蒋宏江，为大家讲解一张张精美邮票
背后的故事。

市台办融媒体中心主任郭建华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互联网在
党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中心党支部在
机关党委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支部年轻人
多、思维活跃的优势，积极开拓思路，不断
探索党史学习教育的新形式。

现场学习的机关干部张蕾表示，透
过一张张邮票，我们深刻感受到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的伟大辉煌。特别是在党
的领导下中国航天群“星”璀璨，自主研
发创造了多个首次，充分展示了伟大的
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激励
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奋进、筑梦太空，在
党的带领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方寸邮票述说百年党史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如何让党史
教育真正深入基层，同时又通俗易懂、
生动形象，走进寻常百姓家？潞城镇充
分利用镇内村村通广播，策划了一系列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专栏，将各村广播站
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把党史知
识传进千家万户。

“中共二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的多个第一，‘第一部党章’就此诞生、
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
线’。在创造了这么多个‘第一’的中
共二大会议上，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每天早上8
点，潞城镇 33 个平房村的大街小巷都
会响起大喇叭的声音。据悉，这是潞城
镇“潞城之声”策划的党史学习教育系
列节目之“童声向党栏目”，节目邀请镇
域内的小朋友来到广播站，以孩子们的
视角为大家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基
因、传承红色精神。

除了“童声向党栏目”，“潞城之
声”广播中与党史学习教育相关的
节目多达 5 个。据潞城镇村村通广
播站工作人员吴杰介绍，百名党员
忆初心主要是邀请老党员讲述自己

的入党故事和入党感想；青年学党
史是邀请青年朋友谈感想，说体会；
红色潞城主要是讲述与潞城相关的
红色故事……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潞城镇
通过村村通广播共播放了近百期《党史
上的今天》；邀请了 70余位老党员讲述
自己的初心故事，数十名青少年讲述红
色故事，畅谈学习心得，累计播放涉及
党史学习教育的节目 210 多期、400 余
次，累计时长超 200小时。真正将村村
通广播打造成“红色广播站”、党史学习
教育主阵地。

“红色广播站”成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
相关新闻<

老商业街迎来大修，压烂的水泥
箅子全部替换成更结实的铁箅子，给
排污管线做“清肠手术”……地处永乐
店镇镇中心，永一村今年以来持续在路
上“下功夫”，除了“动大手术”，还通过小
修小补让路面更平整，对村内排污主管
线进行“清肠”，让百姓出行安全无忧。

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的永乐大街，
位于永一村内，大街上商户多，人流量
大，因为年久失修，两侧人行步道部分
路面出现破损。“这是永乐店繁华的商
业区之一，建成以后这么多年就没有
大修过。”永一村党支部书记佟德利
说，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永一村对大街
两侧人行步道进行修整。“原来坑坑洼
洼的，现在路修完了，干净了也平整
了。”别看工程不大，只有短短 300米，
但路却修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大大
提升了道路交通水平和镇域环境。

除了修复永乐大街两侧人行步道
以外，永一村还对村内的破损路面进
行小修小补。“目前工程还在进行中，

已经修补了 30多处破损、积水路面。”
佟德利介绍，村里同时对排污管道进
行了修复及“清肠手术”。“原来村民家
中的污水会直接流排到路面上，部分低
洼道路长时间积水，冬天的时候还会结
冰，出行非常不便。”为了改变这一情
况，村委会将原有排污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村民院内的污水可直接从新修建的
下水口流排到村内的集中排污管道中，
大大提升了村污水处理的能力。

除此之外，村里还把压坏的水泥
箅子更换为铁箅子，该村委会工作人员
徐鹏志介绍：“我们在更换箅子的同时，
对全村1000多米的排污主管线进行疏
通，清理下水道中的垃圾和杂物。我们
也会持续关注村内的状况，哪里有破
损，将第一时间进行修补和更换。”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永乐店
一村村委会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
来，积极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下
一步，该村还将推进修建化粪池井盖、
修建公共停车场等项目，切实将党史
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为群众排忧解
难的实际举措。

为民办实事 做足“路文章”
本报记者 田兆玉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王军志）昨日，记者
从区林业保护站了解到，为防止虫害
的发生，该站引进 13万卡共 4亿头害
虫“天敌”，已释放到西海子公园、宋庄
文化公园、台湖万亩游憩园、东郊森林
公园以及东六环西侧路等 55 条主干
道和城区居民小区，“以虫治虫”，效果
十分明显。

据了解，“以虫治虫”就是利用害
虫的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防治害
虫，是生物防治技术的一种。

针对本地国槐、柳树、杨树、松树
等乡土树种特点，区林业保护站将瓢
虫、赤眼蜂、捕食螨、周氏啮小蜂等“天
敌”投放至各个主要地块。“我们和北

京林业大学合作，今年在全区 18000
亩的重点生态区位‘以虫治虫’防治森
林病虫灾害，效果很好。”区林业保护
站专家胡阳说。

该站已在公园、平原生态林地、城
区主干道及居民小区 3个类型 7个区
域内，累计悬挂信息素诱捕器 21000
余套，释放“天敌”昆虫 4亿头，布置阻
隔网和围环 20000 多个，安放灯光智
能捕虫器25台。

胡阳提醒市民，如果在公园或者
路边树干上看到虫蛹外壳，请不要随
意触摸或毁坏，更不要带回家，让这些

“虫虫卫兵”发挥它们的作用，保护我
们的绿色生态环境。

4亿“虫虫卫兵”守护副中心林木

福泽湖旁福泽湖旁，，技术人员放飞技术人员放飞2424只小鸳鸯只小鸳鸯。。记者记者 甘南甘南//摄摄

主题展上主题展上，，党员群众赏邮票党员群众赏邮票，，学党史学党史。。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通州区城管执法局发布）（郭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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