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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举办“担当新使命 展示新作为”先进人物表彰大会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用勤劳创造展示新作为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4月28日下午，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发区举办“担当新
使命 展示新作为”先进人物表彰大会。开发区工
委书记王少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激励全区人民学先进、赶先进，以主人翁
的责任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
到开发区改革发展事业中去，用辛勤劳动实现
人生梦想，用勤劳创造担当新使命、展示新作
为。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赵郁应邀参会，开发区
领导梁胜、白文等出席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
发奖牌和证书。
大会通报了开发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工人先锋号、首都劳动奖状、首都劳动奖章及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荣誉的情况，表彰了“爱企业的
好职工”、“爱职工的好经理”，2018年度开发区巾
帼标兵、巾帼标兵岗。
王少峰代表工委管委会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
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并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他指出，唯有劳动创造，方能成就伟业；
唯有拼搏奋斗，方能实现梦想；唯有加强保障，方
能凝心聚力。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
力宣传先进典型、感人事迹，激励广大职工始终
建立“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信念，自觉将本职工
作与区域发展紧密相连，与企业结成荣誉、事业、
命运的共同体，真正让劳模精神成为推动开发区
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发展、
集聚、培育和使用，促进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劳动群众，要不断加
强和改进工会工作，推动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广大职工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据悉，从1998年到2019年，开发区持续开展
“双爱双评”活动，已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模、爱
岗敬业的良好氛围。截至2019年，开发区共表彰
“爱企业的好职工”8237人，“ 爱职工的好经理”
450人，参与的企业达1746家；共有53人获评市级
及以上劳模，其中全国劳模3名，首都劳动奖章55
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名。

【评论】

以榜样之光烛照前行路

王少峰在一线服务保障劳动者座谈会上强调:

■相关新闻

振奋精神 埋头苦干 为亦庄新城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科平）奏
响劳动赞歌，发扬劳动精神。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4月25日下午，开
发区工委书记王少峰与30名机关一线
服务保障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开拓
创新、敬业奉献、争当时代先锋”主题畅
谈感悟，交流如何推动机关服务保障工
作向高质量和高水平发展。工委委员、
组织部长于淼参加。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基层一线，有
的是机关事务管理员，有的是保安队队
长，有的是城管协管员……他们畅所欲
言，聊坚守岗位时的责任感，聊保障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王少峰一一记录，不
时点头称赞。他鼓励一线服务保障工作
者要甘于奉献、勤于奉献，诚实劳动、创
新劳动，用开发区人的优质品质全力保
障开发区正常运转。
王少峰指出，“ 我们每个人都是劳
动者，在不同岗位上默默奉献，如果没
有在座服务保障人员的辛勤付出，就没
有开发区的正常运行，劳动不分高低贵
贱，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王少峰强调，平凡岗位成就幸福
人生。作为一线劳动者，要爱岗敬业，
提高政治能力，带着感情和责任感做

好工作。要加强学习能力，提高知识储
备，为工作提供先进经验。要苦干实
干，提升工作效率，如螺丝钉一般，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振
奋精神、埋头苦干，为亦庄新城大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王少峰要求，工委管委会要关心、重
视一线保障工作者，认真落实党和国家
有关政策，主动帮助劳动者解决实际困
难，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解决
好他们的后顾之忧。各级工会组织要发
挥好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真
正成为职工群众的贴心人、娘家人。

时间向前推进，精神长久不息。4月29日，开发区举办
“
担
当新使命 展示新作为”先进人物表彰大会，对一批立足岗位、
服务大局、拼搏进取、敬业奉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他们中既有公司高管也有产线工人，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身份，
却有着同样的精神名片。
开发区工委书记王少峰指出，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以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诠释了“
爱岗
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的劳模精神， 他们是各条战线上劳动者或劳动集体的突出代
表，正是有了像他们一样的劳动者，才有了今天北京亦庄这
样一座基础设施完善、资源集约利用、高精尖产业集聚、城市
建设优美、创新包容开放的高端产业新城。
唯有劳动创造，方能成就伟业。劳动模范以他们的出色
劳动、骄人的业绩，为我们诠释了劳动的价值。处在新时代
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 站在开发区从区向城接
力跑的交会点，全区上下当赶学先进、笃学榜样，以榜样之
光烛照前行之路。
赶学先进、笃学榜样，要结合自身特点和工作实际开展
学习，用劳模、先进典型的精神激励自己，用劳模、先进典型
的事迹鼓舞自己，振奋精神，把学习典型的过程转化为做好
本职工作具体行动，从而把学习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
赶学先进、笃学榜样，还要结合工作重点学。学习劳
模、先进人物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的奉献精神，总结劳模、
先进典型在工作中创造出来的鲜活经验和成功做法。
赶学先进、笃学榜样，更要学习他们勇于创新的拼搏劲
头，要学习他们把创新当作一种习惯，在工作中积极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优良品质，如此，我们才
能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续写创新发展新篇章。
唯有拼搏奋斗，方能实现梦想。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太
阳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照亮梦想的天空。在升级版开发
区的建设中，我们每一名劳动者都是主角，只要我们孜孜
不倦学习、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开发区改革发展的事
业中担当新使命、展示新作为，跑好时代发展的接力棒。

开发区入选“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佩雯）4月
29日，记者从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获悉，
继全国首批循环化改造试点示范单位、北京
市唯一国家级绿色工业示范园区之后，开发
区绿色发展又迎来新头衔，入选全国“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将作为5个区域特例之
一，推动“无废城市”建设。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
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
市发展模式。

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
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明确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
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
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
实际上，开发区一直以绿色发展为理
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早早就投身到了“无
废城市”的建设中:自2013年开始，开发区先
后有60余家企业开展了强制或自愿清洁生
产，并支持北京鼎泰鹏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成为国内首家
集危险废物收集、运输、分类和贮存为一体
的试点企业，存储能力8000吨，可暂存18类
危险废物，有效解决了开发区中小企业危废
种类多、年产量小、无贮存场所的问题。同
时，为进一步推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2013年起至今，开发区内新建及改扩
建道路大规模铺筑了橡胶沥青路面，里程超
过100公里，经测算，五年来消耗废旧轮胎约
26万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18.6万吨，成
为亚洲首个大规模在城市道路推广运用橡
胶沥青达百万平方米的区域。
根据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开发区工业

开发区2019年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方案发布

固废的综合利用率约为80%，危险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约为65%。年均周转贮存量约为
2300吨，无历史堆存情况。
下一步，开发区将以“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为契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到2035年，开发
区将实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达
到95%、全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9.8%以上、资源化处理率达到70%、全区危
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实现集中安全处置，力争
为全国工业园区提供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资源化、循环化、减量化的经验和做法，
形成“亦庄路径”。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亦企行】

政府精准服务成就创新尖兵

博尔诚:一路都是“绿色通道”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田艳军）借助
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绿色通道”，博尔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大肠癌甲基化基因检
测试剂盒拿到注册证号，目前正在量产。此
外，胃癌甲基化基因检测试剂盒也即将走完
“绿色通道”。
走进博尔诚研发总部大楼，记者见到了
该公司董事长王建铭。连夜组织新研发项目
研讨会的他略显疲惫，正站在办工桌前与他
参与创办的国际研究机构通话部署工作。早
在1994年，他就在美国硅谷与几位合伙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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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家肿瘤DNA、RNA、蛋白质研究机构，
如今该机构开发的用于肿瘤药物研发的样
本提取、靶物验证、质控品等产品，广泛用于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肿瘤药物、疫苗、诊断产
品研究机构。作为海外高端人才代表，他曾
被中组部、外交部邀请，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观看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同时也接到
了归国创业的邀请。
得知王建铭有意向回国创业后，开发
区管委会邀请王建铭到区内创业，并安排专
职项目经理进行对接，在项目发展中遇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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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时协调管委会各部门解决，提供精准服
务。经过多方调研对比后，王建铭选择在人
才资源、配套资源齐全的开发区注册成
立了公司。
“企业取得的发展成果，还真离不开开
发区的支持。”王建铭坦言，在博尔诚计划产
业化时，开发区为其提供了研发总部及产业
化基地建设土地。如今，亦庄国投为正筹备
在科创板上市的博尔诚提供了2亿元资金担
保，这样的服务让企业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
到研发生产中。十多年来，博尔诚以位于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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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的国际研究机构为基础，积累了60多项专
利，诊断胃癌、食管癌、肺癌、胰腺癌、肝癌等
11种癌症的产品相继开发出来，正在逐一申
报产品注册证。
开发区的服务、扶持让王建铭更有底
气，他告诉记者，未来将把新的研发总部及
产业化基地逐步打造成中国早诊早干预的
示范基地，在提供早诊早干预服务的同时，
还将探索把国内细胞治疗、免疫治疗研究中
心等资源聚集到基地，为医院无法治疗的癌
症晚期患者等寻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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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小学划片招生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记者日前
从社发局获悉，《关于开发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工作方案》将于今天发布。与往年不同的是，
将于今年竣工的北京建华实验亦庄学校小学部9
月将招收一年级新生。
建华实验亦庄学校小学部的服务范围包括通
泰国际公馆（住宅）、经开壹中心（住宅）、汀塘小区
（以实际入住为准）、亦城文园、亦城景园、亦城科
创家园、定海园公租房居民子女，符合开发区人才
引进计划的海外归国人员及各类引进人才子女。
建华实验亦庄学校小学部自筹备以来，非常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从建华实验学校本部（海淀
校区）抽调各学科优秀骨干教师，占比40%以上，
新教师多来自985或211重点院校，并通过至少一
年海淀区教委和建华学校教育教研培训，形成了
良好的师资结构。
按照北京市文件规定，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
服务平台将于5月6日-31日期间开网进行学龄
人口信息采集，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
出生的适龄儿童的家长，可登录http:/ / yjrx.
bjedu.cn或搜索关键字“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
务平台”填写相关信息。进入平台后，应选择“大
兴区”，认真阅读左下角“政策信息”，按相关要求
操作。其中“居住地所在乡街镇”要选择“开发区
社发局”。注册的手机号、账号和密码在后期入学
和录取阶段十分重要，请家长妥善保管信息。
若遇到技术问题，可拨打入学平台技术服务电
话:4008310001、010-56949438咨询。
《关于开发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
方案》的具体内容，家长可于今日在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官网和大兴教育网站查看，北京亦庄官
方微信公众号也将对方案全文进行公布，居民可
通过微信号（bdanews）直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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