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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积分落户申报今日启动
申报持续到 6 月 14 日 人力社保局提醒用人单位先在线注册 将注册码告知申请人
本报讯（记者 耿 学 清）今天，北京
市“
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 正式开
放， 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以通过市人
力社保局“积分落户服务专栏”，阅读
申报手册，做好申报各项准备，申报将
持续到 6 月 14 日。
对于用人单位， 因为需要其先行
在系统中注册，申请人与其关联后方能
进入到下一步的积分指标申报。 因此，

市人力社保局提醒用人单位，首先在积
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注册， 获取注册
码，并将该注册码告知本单位名下每一
位积分落户申请人，帮助他们正确关联
单位。由于单位注册需要在个人申报之
前完成，所以希望各用人单位及早注册
系统。 用人单位还需要注意掌握好时
间， 为申请人预留充足的时间填报信
息；同时要认真负责地审核本单位名下

每位申请人的每项积分指标，并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确认提交。
对于申请人， 要提前核对各项指
标信息。 市人力社保局建议，在正式申
报开始之前，请申请人仔细读懂读通申
报手册，掌握各项指标填报要求，提前
核对学历学位备案信息、获取
“
学历证
书验证码” 和“学位证书电子备案编
号”，查看或备案房屋租赁合同信息等。

据悉， 市政府将根据申请人员实
际积分情况， 统筹考虑城市承载能力
和人口调控目标要求， 合理划定落户
分值，确定落户规模。而首批落户分值
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向社会公布， 相关
部门将为经公示无异议人员办理落户
手续。 当年未取得积分落户资格的人
员可在下一年度再行申报并只需填写
相应的信息变动内容。

植物园40万郁金香盛放
本 报 讯（记者 耿 学 清）本周气温
回升，晚春花卉开始盛放，同时本周花
粉也开始增多，易感市民请注意防护。
另外，环保部门预测，周一至周四空气
污染也比较严重。
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
金香展区进入最佳观赏期， 在这里
130 余个品种的 40 万株郁金香陆续
开放，花形奇异，色彩丰富。
据北京植物园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展区的设计灵感来自于
《秘密花园》，用奇幻的花朵与鲜艳色
彩构建花的海洋。 展区内，蔓延的花
枝，抽象的叶蔓、小桥、莲花犹如一幅
用郁金香绘制的春日画卷。 展区中的
观景平台是一处观花赏景的理想场

所，步入平台之上，各色鲜花尽收眼
底，美轮美奂。
与别处的郁金香花海不同， 植物
园的郁金香景区更加注重与周围景观
的搭配。展区内地形起伏，使得郁金香
花海更具动感， 犹如一朵朵鲜花浪潮
奔涌而来。四周高大的杨树，娇艳的桃
花，与艳丽的郁金香交相辉映，整个景
区看起来就像一幅立体的画卷。
据北京市气象台监测， 未来三天
没有雨水天气， 花粉浓度还将积累上
升，过敏人群请注意防护。
20 日至 22 日， 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区域大范围降温、降水、明显偏北
风，扩散条件有利，预计本市空气质量
将处于优良水平。

艳丽的郁金香与起伏的地形交相辉映，宛若立体画卷

肯德基 让奔跑快乐起来
4 月 15 日， 2018 北京
国际长跑节 - 北京半程马拉
松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两
万余名长跑爱好者参与活动。
国人熟知的餐饮品牌肯德基
联手北京国际长跑节，冠名亲
子跑活动，让更多人体验到奔
跑的快乐。 现场来自全国 600
组家庭参加家庭亲子跑，还有
由肯德基员工和 WOW 会员
组成的 K-RUN 跑团挑战半
程马拉松。
肯德基立足中国三十余
年， 一直致力于用爱和关心
呵护每一个儿童， 肯德基始 完赛小朋友在肯德基互动展示区阅读赠书
终践行
“
不忘初心，与爱同行”
的关爱精神， 与此次家庭亲
肯 德 基
子跑的活动主题不谋而合。
K -RUN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运
跑 团 亮
动的快乐， 肯德基特别准备
相 2018
了亲子跑互动区域， 孩子们
北 京 国
在丰富的体育互动中， 和家
际 长 跑
长一起体会运动的乐趣。 在
节-北 京
距离亲子跑赛道不远的肯德
半 程 马
基天辰东路店内， 动感十足
拉松
的墙绘和充满童趣的亲子跑
涂鸦， 让奔跑也成为家庭成
在本次比赛中，肯德基 K-RUN 跑团
员共同的乐趣。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奋勇向前。 跑团中有
亲子“童”跑第一名产生后，“奇奇”字
肯德基的管理人员， 也有普通的餐厅员
终点区向完成比赛的亲子家庭送出名为
工，但更多的是真心热爱肯德基的 WOW
《家风》的书。 北京肯德基总经理赵莉表示，
会员代表们，他们在奔跑中战胜自我。
肯德基希望通过这本书， 帮助家长们在日
三十多年来，肯德基始终致力于将优
常的亲子互动中，形成文明、和谐、健康、向
质的美食提供给消费者。 今天，肯德基通
上的家庭氛围，更好地与孩子一同成长。 收
过更多丰富的活动让更多人体验跑步的
到书的家长表示， 肯德基不仅是亲子互动
魅力，也向更多人传达“动吃平衡”的生活
的倡导者，也是良好家风的倡导者。
文 / 高岳
理念。

摄 / 记者 杨益

国家安全机关
受理平台上线
昨天下午， 北京市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主题展在中华世纪坛
二楼世纪大厅启动。 记者从现场
获悉，展览时间为 4 月 16 日至 4
月 29 日。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安
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今天上线，
市民扫二维码后， 可以在手机上
进行举报。
昨天是党的十九大后第一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展览以
“护航新时代” 为主题。 记者看
到，主题展览共分序厅和主展厅
两大部分。
现场讲解员介绍， 序厅重点
介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要
义、精神实质、基本要求，和国家
安全领导体系， 充分展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国家安全委
员会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工作成
就。 主展厅围绕国家安全形势的
新变化新特点新要求， 着重介绍
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
全等 16 个安全领域的重要意义、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需要把握
的重要问题。
记者从现场看到， 印着二维
码的“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
台”展板摆放在现场，市民用手机
扫一扫即可进入受理平台。 记者
进入平台看到， 首页分别有法律
法规、举报指南、我要举报、举报
查询、联系我们等五个栏目。
文 / 记者 罗晓静

相关新闻
国家安全教育
走进北京西站
本报讯（记者 陈卿媛 通讯员
张婷） 以“
贯彻遵守 《国家安全

法》，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为主题的“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 宣传活动昨天在
北京西站举行， 北京市国家安全
局、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北京西
站和北京西站派出所等单位近百
人参加了此次宣传活动。
北京西站北广场进站二楼候
车大厅的 LED 显示屏分别打出
“贯彻遵守《国家安全法》，树立总
体国家安全观， 保障国家长治久
安”和“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
业提供坚强保障”的标语，宣传台
中部立放一幅“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重点强调要
把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海报，
两边各立放两幅有关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海报。
来自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北京
铁路局集团公司综治办等单位的
代表进行了动员。 随后，参与宣传
的车站职工、派出所民警、安检员、
民兵和保洁员等积极向过往旅客
发放国家安全宣传册及纪念品，向
旅客讲解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