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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关一文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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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事件、重要会议、代表人
物，在邮票中均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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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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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这两套邮票，第 1 套是 1989
年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发行的，这枚邮
票画面图案取材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
上的五四运动浮雕，设计者将浮雕的画
卷右下角向上翻卷，象征五四运动掀开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展览邀请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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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为中国共产党成
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展览中不乏许多人像邮票，因突出的
人物形象显得格外出挑。2020年，为纪念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 100 周年
发行的一枚邮票上，就描述了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时的场景。画面上陈望道
左手托着一个粽子，书桌上摆着一碟粽
子、红糖水，还有砚台等，他正在全神贯注
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这描述的是 1920
年早春，他在自家的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
言的故事。江南的春天很冷，为了让陈望
道补补身子，他的母亲特地弄来糯米，包
了粽子，加上红糖水，让他蘸着吃。过了
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甜不甜，他
连声答话：“够甜够甜了。”待到母亲进来
收拾碗碟，只见他满嘴的墨汁，不由得哈
哈大笑。原来，陈望道专心致志地译书，

吃粽子时竟把墨汁当做红糖蘸着，自己却
浑然不觉，并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的经典语录。蒋宏江介绍，历史事实证
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
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
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市台办融媒体
中心主任郭建华对这张邮票故事很有感
触，他表示，一直以来，该中心党支部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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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能在
小小邮票上学习到这么生动的党史故事，
大家都觉得很有收获。

展览中，一枚三角形的邮票非常特
别。这张“异形邮票”是 2000 年 11 月 20
日，为纪念“神舟”号首飞成功一周年发行
的纪念邮票。这套邮票为等边三角形，是
新中国发行的第二套三角形邮票，异形邮
票因数量稀少，备受收藏家的青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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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人历久弥
坚的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
斗精神必将载入史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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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参观学习的机
关干部张蕾表示，透过一张张邮票，深刻
感受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伟大辉煌。

有些观众好奇地询问起这些邮票底
部字母和数字组成编号的意思。“这是邮
票志号，用来记录邮票的发行情况，包括
票种、发行年份、套号、枚号等信息。”中
国邮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早期邮
票上是没有志号的，要想知道一套邮票
的发行年代和全套枚数，都要查阅邮票目
录，很不方便。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行的
第一套邮票开始，就把志号印在纪念邮票
和特种邮票的底边位置上，这种方法是世
界邮票史上的一个创举，成为新中国邮票
的显著特征之一。

一般来说，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以纪
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为主，起初以“纪”和

“特”作为标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邮票
编号又使用“J”表示纪念邮票，“T”表示特
种邮票。比如展览中有两张邮票都是以
孙中山的人像作为主体部分，上面这张是
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发行，邮
票底边的编号以“纪”开头，而1986年发行
的孙中山人像邮票则以“J”作为编号的开
头。在邮票发行过程中，邮票志号也曾发
生过多次变化。“比如‘j.132.(3-1)’代表这
是纪念邮票，其中‘J’是表示纪念邮票，

‘132’是第 132 套，‘(3-1)’表示这套邮票
共 3枚，这是其中第 1枚。”这位工作人员
解释道。

据了解，除了按照计划发行邮票，在
遇到重大特殊事件时，中国邮政还会临时
发行特种邮票。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展
览现场，一版“特 11-2020”《众志成城
抗击情疫》的邮票，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
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还有一些邮票是具有策划性，根据历
史事件发行系列邮票。比如“中国梦”系
列邮票连续三年发行了包括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主题的邮票，其中
2013-25《中国梦—国家富强》的邮票，展
示了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辽宁号航空母舰、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体现我国在航空航天航海等
方面的伟大成就。以北京奥运会为核心
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和吉祥
物》《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项目
（一）》《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
会-竞赛场馆》等系列邮票也
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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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上
午，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
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动员部署会议要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强烈的
政治担当，不断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首都政法铁军。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组长耿惠昌，市政
协党组书记魏小东，中央第一督导组副组长邓
卫平，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延昆
出席。

蔡奇指出，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
展以来，全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
中央第一督导组有力督导指导下，教育整顿
总体进展顺利，进一步夯实了首都政法队伍
忠诚根基，深挖清查了一批违纪违法突出问
题，靶向整治了一系列沉疴积弊、顽瘴痼疾，

统筹推进教育整顿与政法重点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蔡奇强调，首都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
指向性。要准确把握市级政法机关特点，切
实增强开展第二批教育整顿的责任感、紧迫
感，坚持首都意识、首善标准，从严要求，高标
准高起点推进教育整顿各项任务。要突出政
治建设，筑牢政治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员政治轮

训。深入进行政治检视，着力发现和推动解
决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
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进一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敢于刀
刃向内，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深入做好政策
宣讲，做好批次衔接，狠抓案件线索查办，对
中央督办、市级督办、涉黑涉恶等重点案件
以及群众反映强烈、反复举报的涉法涉诉案
件，要深挖彻查，持续推进重大案件线索挂牌
攻坚。（下转2版）

蔡奇在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

不 断 深 化 政 法 队 伍 教 育 整 顿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首都政法铁军

耿惠昌魏小东张延昆出席

未来五年完成不少于81条街巷整治，老旧厂房全面更新。城市副中心——

城市更新让居民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陈强 通讯员 李洋

作为通州区首个老楼加装电梯
的小区，位于老城区的中仓小区最近
又“更新”了——全区首个家园中心
在这里落成。原先的废弃锅炉房被
改造成三层小楼，将为居民提供助
老、家政、阅览、医疗等多种服务。

城市副中心近一半是老城区，如
何改善民生，居民多有期待。上周
五，与中仓小区一路之隔的通州区住
建委会议室内，城市副中心城市更新
工作会召开。通州区多家职能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以完善功能，补齐短
板，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原则，一起讨
论正在研究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区）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年
—2025年）》。

这意味着，副中心城市更新工作
已进入快车道。未来五年，通州区将
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更新
方式，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城市副中
心高质量发展。

积极承接全国自愿减排交易中心建设

北京绿交所推动副中心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孙云柯

北京绿色交易所原名北京环境交易所，2008年经北
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是首批中国自愿减排交易机构、
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交易平台，以
及北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办理服务平台。2020年，根
据市委市政府关于绿色金融工作的整体部署，北京环境
交易所更名为北京绿色交易所并迁至城市副中心。

北京绿色交易所自 2008年成立以来，在碳定价、碳
量化及碳金融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市场创新，现已发
展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之一。截至
目前，北京绿色交易所各类碳排放权产品累计成交约6923
万吨，成交额超过19.92亿元，成交均价稳居全国之首。

国家碳中和愿景的实现离不
开企业、园区和个人的努力，在这
个过程中，北京绿色交易所致力
于碳中和机制创新和项目实践，
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源、排放种
类、排放量核查、减排量购买信
息搜集等全流程碳中和服务，已
先后为国内首个实现碳中和的

县级政府办公区、工业园区、游轮航次出具
碳中和认证证书。

金风科技亦庄智慧园区碳中和项目是
集可再生能源、智能微网、智慧水务、绿色农
业和运动健康等功能于一体的绿色园区生
态系统，特别是在智能微网方面，园区通过
部署4.8兆瓦分散式风电、1.3兆瓦分布式光
伏和钒液流、锂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形式

储能，实现2020年清洁能源电量占比50%。
经第三方审核机构依据相关国际标准核

查确认，该园区2020年在不考虑自发自用电量
的情况下，其他所有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
产经营活动共排放温室气体11937吨二氧化碳
当量。园区通过购买等量中国核证减排量，由
北京绿色交易所确认注销，出具碳中和证书，
实现了2020年运营层面碳中和。

提供全流程碳中和服务

经过改造后经过改造后，，天桥湾小区从曾经的天桥湾小区从曾经的““老破旧老破旧””变身滨河美社区变身滨河美社区。。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通州区住建委党组书记、主任孙奎亮
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聚焦通州区存量空
间资源提质增效，不搞大拆大建，除棚户区
改造外，原则上不包括房屋征收、土地征
收、土地储备、房地产一级开发等内容。

根据各职能部门初步建议，城市更新
行动计划将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房改
建、老旧楼宇与传统商圈升级改造、低效产
业园腾笼换鸟和老旧厂房改造、城镇棚户区
更新改造、南大街平房（院落）更新、背街小

巷整治、家园中心建设等八项工作内容，并
成立城市更新项目储备库、规划政策专班和
资金保障专班。

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更新行动将强化政
府主导作用，加强规划管控，完善政策机
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大包大

揽”。孙奎亮说，通州区将鼓励和引导市场
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形成多元化更新模式，
与此同时，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更新
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将被调动起来，通过平
等协商机制，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
设共管、成果共享。

此外，城市更新计划将细分到各个街
区，以片区统筹的更新模式，整合各类空
间资源，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推动
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扩大街区公共空间
规模，提高街区公共空间品质和服务质量，
带动街区整体更新。（下转2版）

聚焦存量空间不搞大拆大建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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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祁 梦 竹 范 俊
生）昨天上午，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
贯彻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审议

《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方案》。市委书记、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
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小东，
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第一副组
长张延昆出席。

会议指出，市级政法单位在
全市政法系统中处于领导机关地
位，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组
织开展好以市级政法机关为主体
的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对
于巩固深化教育整顿成果、推动
首 都 政 法 事 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要对标对表中央部署要求，紧
紧围绕“三个突出”，抓好教育整顿
重点任务落实。突出政治建设，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夯实政治忠诚
的思想根基。突出表率作用，在学
习教育中做到真学真懂、学用结
合，在查纠整改中坚持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在总结提升中做到
真破真立。突出建章立制，坚持

“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合，为
打造新时代首都政法铁军提供制
度保障。

会议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市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加强统筹，各成员单位衔接配合，
市政法部门党组（党委）承担本系统
教育整顿主体责任，其他市级政法
单位扎实做好本单位教育整顿工
作。第二批教育整顿对象单位要自
觉接受、主动配合中央督导组的督
导，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

市领导齐静、莫高义、亓延军，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参加。

先搭房顶，再挖土方，主站房区
B2层逆作顶板完工

城市副中心站交通枢纽
地下施工“先上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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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画笔”为
环球影城描筋绘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