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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全面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迎“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多种宣教活动举办，首个“东城区国家安全教育专家组”出炉

宣传册向市民普及国家安全教育

4月15日上午，我区举办了“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当天上午，在龙潭公园西北门外
的广场上，居民们排起长队，领取我
区各单位分发的国家安全教育宣传
手册和宣传品。

在活动现场，区国家安全分局、
区保密局、区金融办、区司法局、区生
态环境局、区应急局 6 家单位设立了
展台，各单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一边为居民分发宣传册，一边讲解国
家安全教育知识。

市民马庆财在 6 家单位领取了
国家安全教育手册，并一本不落地装
进手提袋中，他说：“国家安全关系到
千家万户，做好安全教育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样的宣传活动应该多举
办，让居民们提高国家安全意识。我
今天领的这些宣传册，也要拿回家给

家人们看看，全家都要提高国家安全
意识。”

此前，区政法委、区安全分局制
作了 2800 套海报、1000 份宣传折页、
1000 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法律条例，于 15 日前就分发给了
全区 17 个街道和相关区属委办局，
张贴在各处宣传栏；并联系北京站、
王府井、前门大街、东直门交通枢纽
等人员密集地区，利用电子大屏广泛
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

接下来，全区各委办局、各街道
将通过文艺演出、主题党课、专题讲
座等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

系列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4月12日，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区
教委承办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第55中学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建固国家安

全·共筑钢铁长城”。活动上，55中的
学生们一首《国之清晏 我辈同行》掷
地有声地朗诵道出了东城学子捍卫
领土的决心。军事评论家、前国防大
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
副主任张召忠少将也以场外连线方
式，为同学们上了一堂国家安全教育
微课程。

活动上，首个“东城区国家安
全教育专家组”出炉，区教委现场
向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专家
组成员包括中国舰船通信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陆建勋，区应急局、
区安全分局、区公安分局、区卫健
委、区交通支队、区城管委、区教师
研修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随后，相声演员李菁用幽默生动
的语言讲述了人民英雄特警孔芃的
事迹。出乎意料的是，孔警官也现身

活动现场，为大家讲述了他的特警故
事。他还现场教授了学生几个“自救
小妙招”。

当天，我区系列安全主题教育活
动也全面展开。55中校长陈红表示，
学校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并邀请像孔警官这样的英雄人物
走进学校，为学生开展安全教育讲
座。同时，学校也将组织语文、思想
政治、道德与法治等相关课程的教
师，研发安全教育校本教材，让安全
教育走进教室、走进课程、走进学生
头脑中。

缉私犬进校园小学生前显本领

4 月 12 日，北京市汇文第一小学
与国家海关总署联合开展了全民国
家安全日宣传教育活动。

什么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涉及
的法律法规有哪些？作为公民我们能

做什么？活动上，围绕着这三个问题，
北京市汇文第一小学副校长倪彦鹏为
学生们开展了“国家安全”微讲座。

“哎！这烤肠太好吃了，我想带
到飞机上，饿的时候再啃两口！”“想
啥呢？这可带不上飞机，安检就过不
了！”“对啊！生或熟的肉类，含脏器
类及其制品，是禁止携带入境的。”活
动中，同学们以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
场候机为情景，用校园剧的形式呈现
了海关检验检疫的一些常识，并通过
校园剧告诉观众各国各地区对入境
禁止携带的物品都有具体规定，提醒
大家要遵守规定。

随后，海关总署北京缉毒犬基地
的警官和海关缉私犬也来到活动现
场。海关缉私犬在同学们扮演的“旅
客”中，通过闻的方式快速找到了携
带毒品的行李箱，外表憨态可掬的

“小伙伴”却有着高超的缉毒技能，令
同学们惊叹不已。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4 月 11
日，我区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总结
2018 年工作，部署 2019 年主要任
务。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刘向东、
区领导夏林茂、吴松元出席。区委
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铁健主持。
区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原
区级四套班子老领导代表、老干部
党支部成员、各单位主管领导和老
干部工作人员共350余人参加。

会上，全体人员观看了 2018 年
东城区老干部工作专题片，听取区
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作工作报
告。区委教育工委、东花市街道退
休干部党支部、安定门街道退休干
部代表作交流发言。

区委书记夏林茂在讲话中对
2018 年全区老干部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介绍了 2018 年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和 2019 年重点工作任
务，并对做好全区老干部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他指出，首先是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

部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
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
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北京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真正学懂弄通
做实，满腔热忱做好老干部服务保
障工作。

其次是要着力加强离退休干
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组织
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始
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贯穿老
干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强
化理论武装，着力加强思想建设，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头等大事，
组 织 开 展 好“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主题教育。

第三是要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
的优势作用，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主线，立足核心区功能
定位，提升“四个服务”职能，结合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添正能
量·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我看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成就”专题调研
等系列活动，支持引导离退休干部
在重大活动服务保障、老城保护提
升、文脉传承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发
挥正能量，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建
言献策，激励广大老同志积极投身
东城区改革发展实践。

最后是要用心用情提升老干
部服务质量和水平。强化精准服
务理念，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把
服务工作做到老同志心坎里，准
确掌握老同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
盼，提供亲情化、个性化、多样化
服务。重视落实老同志的基本政
治 待 遇 的 基 础 上 更 注 重 人 文 关
怀，坚持和落实好重要节日走访
慰问机制。统筹利用好各方面资
源，加强老干部阵地建设，高质量
做好老干部服务，开创我区老干
部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我区老干部工作会议召开，夏林茂强调要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的优势作用

用心用情提升老干部服务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4 月 14
日，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体育局、
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主办的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博克
森体育电影展映系列活动周及春光
灿烂体育文化嘉年华开幕盛典，在
明城墙遗址公园隆重举行。

当天，众多体坛冠军、艺术家、
演艺明星亲临现场，为大家带来一
场“体育+电影”的盛宴。中国互联
网电视、中国体育等媒体进行了全
程直播。

据介绍，北京国际电影节博克
森体育电影展映系列活动周由北京
国际电影节携手中国体育产业领导
者博克森传媒科技打造，旨在搭建
一个体育与电影艺术融合发展的对
话展示与交流平台，丰富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内涵，扩展其外延。

本届展映周活动将持续到 20
日，由开幕盛典、“新体育·新媒体·
新生活”论坛、花园影院观影、健康
嘉年华、闭幕式等板块组成。活动
周将在明城墙遗址公园、龙潭湖公
园举办“活色生香”“欢乐体育大世
界”等嘉年华活动，邀请美食、养生
等方面的专家现场讲解，向市民传
递饮食、养生、宜居等方面健康生活
理念，同时在现场准备了“大力锤”

“健身球相扑”“趣味射箭”“篮球机”
等丰富多彩的游戏，市民参与其中
可感受运动的魅力。

博克森公司董事长刘小红说：
“我们旨在通过体育本身的娱乐和
健康两大主题吸引更多的人，特别
是我们的青少年能走出课堂、走出
家门，到大自然中去用体育来实现
自己的健康目标。”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博克森体育电影展映系列活动

周及春光灿烂体育文化嘉年华开幕

本周逛两公园
可享“体育+电影”

4 月 15 日 是
“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全区各单位
以多种形式开展了
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让国家安全
教育走进校园、走
进街道、走进社区。

4 月 12 日，在
北京市教委主办、
区教委承办的国家
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上，首个

“东城区国家安全
教育专家组”出炉。

记者 王慧雯

4月15日上午，
龙潭公园西北门外，
我区举办“4·15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宣
传教育活动。

记者 张维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