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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

整改后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本报讯 近期市民致电12345热
线，反映城子街道兰苑街与水厂北
路乱停车现象严重，希望予以治理。

城子街道接诉后第一时间前往
现场发现，道路两边随意停放了很
多车辆，导致通行道路过窄，存在交
通安全隐患。为了改善出行条件，
确保居民出行安全，城子街道以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为抓手，对辖区停
车情况进行摸排，拟对兰苑街与水
厂北路交叉口南侧路段和城子D地
块3号地南侧路段进行全面整治。

由于上述两处路段均为未完
工路段，不在交警执法范围内，城
子街道随后协调路权单位区城管
委共同研讨解决方案。经过实地
勘察，决定采取安装护栏、设置阻

车墩、施划停车位等措施进行治
理。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详细测
量后，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布局，在
有限区域最大限度增设停车位，尽
量满足周边群众停车需求。由于
两路段有少量商铺和施工工地，为
了确保治理工作顺利开展，街道综
合执法队提前走访进行宣传告知。

改造当天，工作人员电话联系
车主挪移车辆，对于无法及时挪移
的车辆，使用移车器将车辆移至停
车位中，保障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经过两天施工改造，两路段停车秩
序有了明显改善，得到周边居民和
商户的一致认可。

下一步，城子街道将加强日常
巡查，巩固治理成效，不断提升辖

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两天，城子街道城子西街42

和 43号楼的居民迎来了一件开心
事，家里终于接通了天然气，不用
再为扛煤气罐上楼而烦心。

城子西街42号楼和43号楼是
老旧住宅，共有居民 72 户。2019
年小区其他住宅楼铺装天然气管
道时，因其地处城子沟附近，管线
无法铺设被暂时搁置。随着周边
回迁社区的建设完成和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城子街道主动作为，积极
与区城管委、区住建委、天然气公司
等多家单位对接，协调推进天然气
安装事宜。经过专业人员多次现场
踏勘，结合该地区地势及各类管线
铺设情况进行细致规划设计，从附

近九龙东苑社区引出燃气管线，翻
越南侧护坡墙后进入地下管网。虽
然直线距离只有20米，但是管线需
经过20米高护坡墙，主管线铺设距
离达到近百米，且施工难度较大。
工作人员克服各种极端天气影响，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加快推进施工
进度，经过9个月的时间，居民期盼
已久的天然气终于接通了。

为加强居民安全用气意识，规
范用户用气行为，保障居民安全使
用天然气，社区配合区城管委和燃
气公司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工作，开
展逐户走访，核查通气条件，现场
演示正确的用气方法、讲解安全常
识，确保居民用气安全。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8月 22至 27日，
在2022年北京科技周暨门头沟区科技活动周
期间，区科信局开展了科普进社区、科普进校
园、科普进机关系列活动。

区科信局特邀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急诊
科主任闫冰在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二区广场举
办科普健康知识讲座和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中，医务人员向社区居民详细介绍急
救知识，现场接受群众咨询，对群众的疑问进
行一对一讲解。活动还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的
形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提高群众
的科学素养。

区科信局联合爱乐祺托育园开展科普
进校园活动，邀请北京自然博物馆正高三级
研究员王文利老师，与学生们一起开启科学
之旅。

本次讲课题目为《揭秘恐龙》，学生们通过
触摸化石、讲解恐龙牙齿、观看恐龙视频等，了
解了化石的形成、发掘及标本制作，学会看牙
齿辨别是否为食肉恐龙，看恐龙头骨辨别聪明
的恐龙，激发了学生们强烈的好奇心。

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

识，启迪科学思维，开拓科学视野，开启科学
启蒙。让学生们感受科学的魅力，进一步培
养青少年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发和
培养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意
识和兴趣。

区科信局组织我区科普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 40 余人参加科普进机关活动线上科普
讲座。

讲座邀请北京迈迪培尔信息技术公司
总经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投融资分会
常务理事、中关村门头沟园创业导师刘圣，就

“人工智能对科学研究的影响”进行授课，从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人工智能在计算机方
面卓越的成就、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结
合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地讲解。

通过此次线上科普讲座，使机关干部对全
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增
强了参与科普活动的积极性。

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进一步扩大
科学技术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激发
全民科技创新热情，积极营造人人重视科
技、支持科技、参与科技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大为）近
日，我区大峪中学和北京市第八
中学京西附属小学的学生，参加
了 2022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
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我区科技
教育再添荣誉 。

来自两所学校的20名学生分
别参加了“智胜风暴”人工智能机
器人和 BoxBot 机器人格斗设计
赛两个赛项。

大峪中学胡铁林、李雪峰两名
学生，在“智胜风暴”人工智能机
器人赛项中摘得银牌，获国赛一
等奖。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属小
学乔骏诚、王宇森、吕飒格三名学

生，在BoxBot机器人格斗设计赛
中摘得银牌，获国赛一等奖；李祺
朗、杜持重、唐湃骁三名学生，在
BoxBot 机器人格斗设计赛中摘
得铜牌，获国赛一等奖。

世界机器人大赛是教育部面
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之一，自
2015 年起已成功举办了 7 届，共
吸引了全球 20 余个国家近 20 万
名选手参赛，已发展成为国内外
影响广泛的机器人领域官方专
业赛事，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
林匹克”。

2022世界机器人大赛设共融
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控机器人
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

器人设计大赛四大赛事，下设 56
个赛项、142 个竞赛组别。本次
锦标赛参赛选手达 12000 余人，
火热程度创下历届之最，经严格
报名审核后，每日 4000余名精英
机器人参赛选手在大会现场同场
竞技。

近年来，区教委着力抓好科技

教育工作，大力培养科技教师队
伍，组织开展金鹏科技论坛、科技
创新大赛等科技实践活动，多措
并举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让更多师生能够在更
高的国际赛场展露科技创新能力
和科学素养，带动全区教育系统
科技工作整体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 郭映虹）
近年来，斋堂镇法城村在持续优
化基础设施的同时，着力打造村
域景观，村内种植的 30 亩油葵花
目前现已进入盛花期，金灿灿的
油葵花点缀在青山间，让法城的
初秋格外灿烂。

据了解，法城村为壮大集体
经济，在 2020 年种植了 30亩油葵
花。法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宋维
波说：“油葵花可以观赏，盛开后
可将油葵籽压榨成食品油，免费
发放给村民。蜜蜂的授粉是在油

葵花当中进行的，这样一举三得，
不仅提升了整个法城村的旅游和
蜜蜂养殖产业，还惠及了村民。”

据了解，法城村依托山区自
然环境禀赋，已有上百年的养蜂
酿蜜历史，并于 2007 年成立了蜜
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将蜂蜜生产
作为村子的特色产业，进行规范
化管理。近年来，法城村还通过
险村改造，让村容村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也让村民端起旅游这碗
饭，新环境、新气象，法城村也有
了新的希望。

本报讯 北京康依家商业连
锁有限公司作为 2022年北京市
诚信服务承诺单位，牢固树立

“诚信便民”的经营理念，积极参
与我区诚信建设工作。

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下发的《北京市线下无理由
退货承诺指引（试行）》文件精
神，北京康依家商业连锁有限
公司主动发动旗下 24家连锁经
营门店开展诚信经营活动。凡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
品的个人除鲜活易腐商品、珠
宝玉石、贵金属及其制品等贵
重商品、贴身衣物、计生用品

外，在提供购物小票、保持吊牌
完好、保证商品不影响二次销
售的前提下，即可进行线下无
理由退货。北京康依家商业连
锁有限公司积极发挥诚信承诺
单位引领作用，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充分履行社会职责。
此次活动退货产品 20 件，涉及
金额 240元。

此外，北京康依家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积极参与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的便民服务进军营活动，
推进“诚信便民”经营理念深入
人心，争当诚信先锋。

区市场监管局/供稿

11..什么是食品保质期什么是食品保质期??
食品保质期，指食品在标明

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
22..什么是预包装食品什么是预包装食品??
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

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
的食品。

33.. 什么是用于食品的包装材什么是用于食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料和容器??

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容
器，指包装、盛放食品或者食品添
加剂用的纸、竹、木、金属、搪瓷、
陶瓷、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
纤维、玻璃等制品和直接接触食
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涂料。餐
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
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
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
洁；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使用无
毒、清洁的包装材料、餐具、饮具
和容器。

44..什么是用于食品的洗涤剂什么是用于食品的洗涤剂、、
消毒剂消毒剂??

用于食品的洗涤剂、消毒剂，
指直接用于洗涤或者消毒食品、

餐具、饮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
工具、设备或者食品包装材料和
容器的物质。使用的洗涤剂、消
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55.. 预包装食品标签需标明哪预包装食品标签需标明哪
些内容些内容??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
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

(1)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
日期；

(2)成分或者配料表；
(3)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
(4)保质期；
(5)产品标准代号；
(6)贮存条件；
(7)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

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8)生产许可证编号；
(9)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

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

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
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区市场监管局/供稿

增设停车位 接通天然气

城子街道多方协调解民忧

2022年北京科技周
暨门头沟区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异彩纷呈

我区学子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
锦标赛获两银一铜

北京康依家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争当诚信先锋

法城村30亩油葵花盛开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日前，
我区2022京西山水嘉年华系列活
动之一的妙峰山非遗文化月活动
在妙峰山景区正式启动。

活动当天，妙峰山景区锣鼓
喧天，人流如织。来自朝阳区、丰
台区、海淀区的4档花会前来进香
献艺。

2022京西山水嘉年华是由区
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局、区公共
文化中心、区融媒体中心、京西山
水旅游公司共同举办。本次非遗
文化月由妙峰山镇政府、妙峰山
景区、妙峰山花会协会承办，活动
期间将有10余档花会前来妙峰山
献艺。

妙峰山非遗文化月活动启动

食品安全小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