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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家岩）7月
8 日，市委书记蔡奇围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到基层联系点
参加社区活动。市领导魏小东、
崔述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区领
导金晖、宋铁健等参加。

在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蔡
奇察看了垃圾楼运行情况，参加

“垃圾分类宣传日”活动，结合展

板听取交道口街道垃圾分类工作
情况汇报，与志愿者和居民进行
交流，要求进一步加大垃圾分类
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居民知晓率
和参与率。

在居委会地下活动室，蔡奇
参加“不忘初心——红色主题宣
讲指导会”活动，观摩党员志愿者
现场宣讲，听取志愿者结合自身

经历讲述红色故事，与儿艺老党
员李吉明及年轻党员代表进行交
流。蔡奇要求全体党员从自身做
起，从身边事做起，从百姓关心的
事做起，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活动，将初心和使命
落实好，将本职工作完成好，为国
家建设、为实现市民群众美好生
活的目标贡献力量。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登陆暑期演艺市场
37天上演191场；借助互联网打造戏剧节分会场，网络直播开幕式及演出

区长金晖调研我区金融企业

整合各方资源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滢）白雪公主、
小矮人等众多经典卡通形象与小朋
友“面对面”；头戴七彩假发的小丑与
小朋友零距离互动，不时变出造型别
致的气球……7 月 6 日晚，伴随着戏
剧嘉年华活动中孩子们欢快的笑声，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简称中国儿艺）拉开帷幕。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秀莲宣布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
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
树刚，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李群，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闵振环，东城区委副书记、区
长金晖等出席开幕式，为第九届中国
儿童戏剧节文化小使者、小志愿者、小
记者颁发证书，并观看了中国儿艺最
新创排的音乐剧《火光中的繁星》。

57部精彩剧目陪小朋友过暑假

本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由中国儿
艺联合东城区委、区政府以及中国儿
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以“让戏剧
走进孩子的生活”为主题，历时 37
天，将持续至 8 月 11 日，设中外优秀
儿童戏剧展演、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
发展论坛、相关戏剧活动三大板块

据介绍，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国内
外儿童戏剧的优秀作品，不仅有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重点打造的儿
童剧《火光中的繁星》，还有题材多
样、形式丰富的各类儿童戏剧作品，
展现儿童戏剧领域繁荣发展的生动
景象。戏剧节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
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分会
场，精彩演出辐射多地。来自中国、
罗马尼亚、丹麦等 14 个国家和中国

台湾地区的 57 部戏剧佳作 191 场演
出以及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将轮番
上演，陪伴小朋友度过整个暑假。

为扩大戏剧节覆盖面，本届戏剧
节将充分利用新兴媒体传播方式，借
助互联网打造戏剧节分会场，对开幕
式及演出进行网络直播。同时，设置
群众评价和反馈通道，通过“走近主
创”、微视频展示花絮等互动方式，打
造在场、在线、在播的全域化戏剧节。

中丹联袂再现安徒生经典童话

开幕式当天，由中国儿艺与丹麦
艺术家根据《海的女儿》改编并联袂
打造的儿童剧《小美人鱼》在中国儿
艺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伴随着悠
扬的音乐、安静的讲述，观众从陆地

“走入”海底，跟随着小美人鱼体验成

长、追寻爱情。
为更好地诠释安徒生原著，中国

儿艺邀来三位丹麦艺术家担任编剧、导
演，以及舞台美术、作曲的工作，演员则
全是来自中国儿艺的年轻演员。演出
结束后，《小美人鱼》剧组的主创和演员
与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该剧将于8
月17日至9月1日进行第二轮演出。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邀请
丹麦艺术家是为了让中国儿童剧与
丹麦这个童话王国互相借鉴和发展，
让两国孩子都能受益。中国儿艺将
于 2020 年赴丹麦与当地艺术家创排
丹麦版《东海人鱼》，将中国儿艺的优
秀儿童剧介绍给丹麦观众。

中外论坛打造戏剧节交流平台

本届戏剧节同时举办为期四天

的“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论坛”，
70 余位中外儿童戏剧业界代表通过
会议交流、戏剧观摩及国际戏剧节展
示推介会等活动，围绕“戏剧节如何
改变城市”“戏剧节如何改变儿童的
生活”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为切实
增进国际儿童戏剧节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分享各国儿童戏剧节办节理念
与经验搭建平台。

我区代表在论坛中介绍了东城区
文化与戏剧历史变革以及“戏剧东城”
的发展理念，表示将进一步促进戏剧
发展，建设繁荣的政策措施，进一步
夯实机构、剧场、人才、消费四大基
础；优化提升宣传推广、投融资、市场
拓展三大配套服务；深化涵养人才汇
聚、剧目涌现、机构领先、演出活跃、交
流密集的戏剧生态，努力将东城区打
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戏剧中心。

本报讯（记者 乔斐）近日，区委
副书记、区长金晖走访调研中信产业
基金时强调，要抓紧整合各方资源，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精准
服务。

座谈会上，金晖听取了企业经营
发展、未来构想介绍及实际需求，并
就产业合作等事项交流讨论。金晖
表示，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合作，互帮
互促，推动项目落地，实现发展共赢。

据了解，目前，我区针对新设金

融机构项目、大型产业基金项目、税
源迁移项目等建立项目管理台账，采
取主管区领导、处级联络员、项目专
员管理条线，定期跟进项目进展，做
到目标清晰、专人跟进、全程服务；创
新管家式服务，为金融机构的人事、
税务、保障部门分别对接人力社保、
税务、政务审批部门提供“行业管家
服务”，为金融机构设立科级以上“企
业管家服务员”，为金融人才提供“专
属管家服务”；搭建合作发展平台，促

成驻区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重
点企业之间开展业务对接、项目合
作，推动驻区金融机构服务我区实体
经济。

上半年，我区金融业实现全口
径税收 175 亿元，同比增加 22.8%，
占全区税收的 31.5%；区级税收 22.8
亿元，同比增长 14%，占全区区级税
收 23.5% ，各项指标稳居各行业之
首，成为我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
发动机。

宝华里危改项目开始选房
1000余户居民10天内将完成集中选房；外迁居民最快年底入住新房

三种补偿方案满足居民需求

“十二年了，终于盼来了房子！”80
后的彭伟作为第一批选房居民心情很
是激动，手握锦旗向指挥部工作人员
连声致谢。

“我从小长在宝华里，这间平房还
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彭伟指着手机里
的照片对记者说：“就这一间15.6平方
米的小房挤了五口人，起居十分不
便。房子年头儿久了也开始出现各种
问题，您看这屋檐也下垂了，立柱也开
始倾斜，我们带着一岁多的孩子住着，
心里都不踏实。”

据了解，这次宝华里危改项目提
供了三种补偿方案，居民可选择就地
安置、外迁奖励房源或货币补偿。彭
伟的两个叔叔对外迁比较感兴趣，可
彭伟本人想回迁。“实在是割舍不下对
这片儿的感情。”了解到彭伟家的难处
后，宝华里危改项目第三分指专门召
开专题会，指挥长孙明明本着不破坏
亲情的原则，通过多次入户与彭伟家
人商议，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以及现
实需求，详细解读了危改政策并提出
建议，帮助彭伟及其家人选定最优安
置方案。最终，彭伟全家一致决定选
择回迁。回迁后，15.6 平方米的小平
房将可选择一套大两居，人均居住面
积直接扩大了6倍。

根据指挥部的工作安排，从 6 日
起至 16 日，宝华里选房居民将在选房
大厅签订《现场选房确认单》《确认单
补充安置协议》等协议完成选房工作。

据宝华里危改项目指挥部副总指
挥陈艳介绍，自5月3日启动签约工作
的一个多月以来，已有 96%的居民完

成签约。“为了让居民能选到满意的户
型，前期，我们各分指都组织居民到选
房大厅参观过，提前做了功课。选房
正式启动后，这里每天根据情况接待
60到100户居民，而且都是由各分指挥
部和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服务。”

回迁外迁有四种房源供选择

此次危改项目涉及 1100 余户居
民，其中外迁比重占 55%。让居民们
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安置的房源种类
较多，选择就地安置、外迁的房源一共
有四种，包括通州的东惠嘉园、北五环
的林奥嘉园、原地回迁的宝华家园及
位于北二环的西河沿小区。回迁的房
子最小的一居也是 60 多平方米，最大
的四居室有110多平方米。

“光签约不代表项目的成功，让老
百姓能选上心仪的房子，真正改善生
活，这才是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永外
街道工委书记陈卫兵介绍，外迁居民
大多能选两套房，一些家庭外迁甚至
可以选 3 套房，彻底解决了居民的住
房困难问题。

据介绍，回迁房的建设周期是50个
月，预计2023年6月建成。林奥嘉园是
现房，预计11月份可入住。同为现房的
西河沿小区在12月31日前也可入住。

在选房大厅里，宝华里社区居委会
支起了便民服务摊为居民登记搬家后
的新住址并提供咨询和帮助。陈卫兵
说：“无论外迁或回迁，永外永远是居民
的一个家。在周转期内，我们会借助

‘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途径，继续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
帮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7月6日上午9时，宝华里危改项目选房工作在位于百荣嘉园底商的选房大厅正式启
动，1000余户居民将在10天内完成集中选房。 记者 李冬梅 通讯员 辛桦

宝华里居民憧憬未来美好生活。 通讯员 辛桦 摄

市委书记蔡奇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到基层联系点参加社区活动

将初心和使命落实好
将本职工作完成好

福祥社区举办垃圾分类宣讲会。 通讯员 赵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