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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滢）2021“故宫
以东×有梦有趣有你——完美世界
文创校园设计大赛”日前启动，标志
着这一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以创新
孵化为特色的全国性赛事再次拉开
战幕。

四大命题赛场全新升级
文化元素内容更加多元

2021“故宫以东×有梦有趣有你
——完美世界文创校园设计大赛”由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和东城区文化和
旅游局共同主办，面向全国在校大学
生并秉承以创新驱动文化发展的办
赛思路，致力于促成优秀学生设计作
品的市场转化，实现对优秀作品的商
业赋能及价值升级，加强当代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
与 2020 年度首届赛事相比，今

年的大赛继续拓宽思路，共设置有
“大运河文化赛场”“故宫以东—红色
梦想赛场”“万物生—珠宝设计赛场”

“有梦有趣有你 企业社会责任—功
能游戏赛场”。

四大命题赛场全新升级，涉及的
文化元素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大
运河文化赛场”可围绕漕船、通州燃
灯塔、军粮经纪密符扇等大运河相
关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设计；“故宫以
东—红色梦想赛场”则包含中国国
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八大文博
单位，参赛者可从红色旅游景区、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资源中提取的红色元素设计参
赛作品；在“万物生—珠宝设计赛

场”，参赛者可从中华家训文化、中
华婚嫁文化、普陀山祈福文化三大
设计方向中任选其一，结合周大生黄
金产品进行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特设
“有梦有趣有你 企业社会责任—功
能游戏赛场”，号召全国高校学子以
数字文娱产品围绕“绿色地球”创作
主旨，关注“碳达峰”“碳中和”等社会
公共议题，发挥游戏这个数字文化载
体在社会公益动员方面的感召力。

企业加入助力作品孵化
为文创产业注入新活力

据介绍，本届大赛由东城区委宣
传部指导，中国国家博物馆、天坛公
园、北京钟鼓楼、明城墙遗址公园、北

京市珐琅厂、龙潭公园、地坛公园、中
国美术馆八大文博单位为协办机构。

目前，本届大赛报名和作品提交
通道已正式开启，作品提交截止日为
11月 10日。参赛者可通过完美世界
文创服务号、完美世界文创官方微博
和完美世界文创校园设计大赛官方
网站等途径查看大赛最新信息，并进
行报名和作品提交，同时“解锁”大厂
实习机会、大咖线上直播课、线下作
品展、获奖作品孵化等更多福利。

大赛邀请了 13 位专家评委进行
评审，四大命题赛场均设置了独立奖
项，届时将评选出超百个奖项。大赛
颁奖典礼将在今年12月举行。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完
美世界文创校园设计大赛更倾向于激
发和引导学生理解和诠释文化，同时，

还引入了周大生、Wacom中国、iFAc⁃
tion、易现先进科技等多领域企业加
入，共同用企业力量为文创产业注入
新活力，打造以作品孵化为特点的校
园设计大赛，让赛事成为真正发掘文
创实力派的赛事平台以及原创设计与
市场闭环的需求平台。

据悉，2020“故宫以东×有梦有趣
有你——完美世界文创校园设计大
赛”共吸引全国 300多所高校的 2228
名学生报名，主办方最终从 108幅入
围作品中评选出 34幅获奖作品。其
中，4个获奖作品已经被完美世界控
股集团和周大生孵化出 8 款文创产
品，3款组成联名限定系列已经在周
大生线上旗舰店销售，打通了从获奖
作品到市场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形
成了从作品到产品的闭环。

本报讯（记者 庄蕊）小到几元钱
的办公用品，大到上百万元的LED显
示屏都可以线上采购，采购过程更加
高效便捷、阳光透明，这是东城区运
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以下简
称电子卖场）带来的便利化成果。记
者从东城区财政局获悉，为进一步优
化东城区营商环境，贯彻“崇文争先”
理念，依托北京市财政局搭建的政府
采购电子卖场，按照北京市财政局统
一部署，东城区于日前正式启用电子
卖场，推动东城区“互联网＋政府采
购”行动进入快车道。

电子卖场提供多种采购方式

东城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电子卖场是集网上交易、网上服务和
网上监管于一体的“互联网+政府采
购”服务平台，适用于集中采购目录内
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协议采购项
目以及集中采购目录外分散采购限额
标准以下的小额零星采购项目。

打开“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右上角
的“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每类商品都
包含许多品牌，功能配置以图片形式
展现在页面上，选择起来一目了然。

“除了普通电商平台的直购功能，电
子卖场还具有电子反拍、在线询价等
多种采购方式，实现‘一键下单、一网采
尽、全网比价’。此外，电子卖场还开辟
了商品和电商两个采购维度，采购人既
可直接搜索具体产品下单，也可选择某
一家电商平台进行一站式采购。”东
城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电子卖场启用以来，东城区财
政局积极组织全区相关预算单位和
政府采购供应商开展线上培训，对
具体工作要求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并对日常操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耐
心答疑解惑，保障电子卖场高效、规
范运转。

网上交易更加便捷、透明

电子卖场使用起来是否方便？

最近，东城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管理中心”）通过电子卖
场购买了一批空调，感受到了电子卖
场交易的便利。

“以前购买空调都是联系厂家线
下询价、交易，商品的性能参数都是
对方口头介绍，我们对于商品没有直
观的认识。有了电子卖场后，我们就
像在电商平台购物一样，可以浏览每
个商品、每个型号的详细介绍，做到
心中有数。如果采购金额在100万元
至 400 万元之间，我们会利用电子反
拍功能发起竞价，降低采购成本。”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启用电子卖场后，管理中心及时
对《东城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采
购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
新修订的《采购办法》对采购流程、
方式进行了修改完善，切实提高政府
采购运行效率，强化代理机构和评审
专家管理等环节，进一步规范采购过
程管理，同时严格了采购监督管理，
完善了政府采购日常监管机制。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9 月 10
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对一家为辖
区多个中小学师生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北京通泰餐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上午 9点，记者跟随执法人员
走进该企业配餐中心，身着工作
服、头戴卫生帽的工作人员正在
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当天需要配送
的午餐。执法人员首先查看了位
于门口的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
重点对从业人员健康体检证明、
主要食材供货商的资质清单等进
行检查，并要求企业务必按要求
规范公示相关信息。随后，执法
人员对粗加工间、库房、热灶间、
面点间、分餐间、洗消间进行了全
面检查，重点检查了食品的贮存
条件、加工制作使用的工具和餐
具清洁度，检查是否存在生熟交
叉污染、工用具清洗不到位和过
期食品等问题。“洗消时使用的消
毒剂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配比，
确保器具、餐盒等消洗干净。”执
法人员叮嘱工作人员。

9 点 40 分，当天需要配送的食

物已准备装车出发。记者了解到，
该企业每日为辖区史家小学分校、
府学胡同小学等七所学校的近
5000 名师生提供餐饮服务。“车辆
每天在配送前和配送后都会进行
消杀，确保不遗漏每个细节。”工作
人员说道。此外，执法人员还对其
日加工制作数量、配送量、配送去向
(单位)、配送车辆状况和检验能力进
行了检查，进一步核验其加工能力，
经检查，未发现相关违规问题。

此外，记者了解到，8 月底至
今，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所
有学校及幼儿园食堂进行了全覆
盖检查，重点对食品采购索证索
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餐具清
洁消毒、环境卫生状况、人员健康
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学校
食堂从原材料采购、贮存到加工
制作每一个环节，都要强化风险
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饮食安
全。接下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加大学校及幼儿园食堂和
为学校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切实
保障好辖区全体师生“舌尖上的
安全”。

“故宫以东”文创校园设计大赛战幕再启
继去年首届赛事后，东城区与知名企业再次联合主办；多领域企业加入助力产品孵化

东城区全面启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

“互联网+”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

东城区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庄蕊）9月10日
至12日，有80多年历史的王府井食
品商场举办“国货新潮”直播快闪活
动，多家老字号数十种产品组团亮
相，线上、线下联动销售独家美食。

坐落于王府井大街186号的王
府井食品商场始创于上世纪 30年
代，是东城区国营食品销售老牌企
业，主要经营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
烟、酒、糖果、果脯、糕点、食品、饮
料等商品。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
80多岁的老字号门店装饰一新，进
门处搭建的快闪摊位上摆放着琳
琅满目的商品，有六必居的八宝

菜、浦五房的叉烧肉，还有全素斋
的烧四宝等，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现
场购买。除了线下销售，王府井食
品商场还开设了直播带货，主播在
售卖商品的同时，还介绍老字号的
历史以及产品的产生、演变与发展
过程。

“快闪直播的产品既有 600年
历史的便宜坊网红产品小鸭酥、花
想容月饼，也有在东城土生土长、
超过百年历史的南味肉食品牌浦
五房和宫廷素菜品牌全素斋，还
有专营新疆水果的‘德汇水果’。”
王府井食品商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其中便宜坊、全素斋等产品平
时只在各自门店销售，这次直播
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心
仪的美食。

据了解，此次直播商品在互联
网上售卖的平台是“东单 mall”微
信小程序，该小程序由京城四大菜
市场之一的“东单菜市场”搭建，是
2019 年东单菜市场建设扶贫双创
分中心的互联网直销平台，将被打
造成“集聚北京老字号、联合城市
新品牌”的聚合型电子商务平台，
继续为东城乃至北京市的居民群
众奉上精选产品。

老字号“组团”快闪直播带货
数十种商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老字号直播带货。 记者 庄蕊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近日，
东城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在对辖区
286家小型医疗机构定期开展疫情
防控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将全区承
载繁重医疗服务任务、每日患者就
诊量大的9家社区卫生服中心及53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日常监管
范围，定期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
查，确保东城区小型医疗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落实更全面、更精准。

近日，东城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的 40个检查组对“286+9+53”户小
型医疗机构进行了全覆盖检查。
区卫监所相关负责人带领卫生监
督员对管辖的小型医疗机构进行
监督检查。重点查看了入口处发
热门诊及11类症状就诊指引公示、
预检分诊信息登记、重点区域消毒
管理、医疗废物管理、工作人员健
康检测及全员防控培训开展情况
等方面，并对中高风险地区是否及
时更新、是否违规接诊11类症状患
者、工作人员是否定期核酸检测、

消毒产品是否索证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检查。卫生监督员要求医疗
机构严格加强预检分诊制度执行，
做好对新冠肺炎 11 类症状筛查鉴
别、院感防控、消毒规范等知识技
能的培训。

为了提高执法效能，东城区卫
生健康监督所采取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监督检查日报表》云上报模
式，40个工作组通过多人协作文档
即可将当日检查情况汇总至专业
科室。专业科室对于存在问题的
小型医疗机构实行挂账督办，并对
检查情况及时总结和分析，彻底实
现了“边检查、边通知、边督促、边
整改”。

下一步，东城区卫生健康监督
所将继续围绕疫情防控工作的薄弱
和关键环节，根据检查问题，采用多
种手段和方式督促相关机构将疫情
防控工作落到实处,不断加强对小
型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为辖区人
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东城卫监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286+9+53”户
小型医疗机构全覆盖

执法人员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