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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区
总工会前往冬奥
建设施工工地走
访慰问，为奋战在
高温天气中的一
线冬奥建设者们
送去电风扇和矿
泉水等慰问品，在
炎炎夏日为他们
带去一份清凉，让
大家切实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心
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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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两癌筛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2019年筛查人数预计可达 2.4万人

本报讯（特约记者 林辉）近日，
延庆“人工智能+两癌筛查”项目在
2019中国卫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
数据应用交流大会暨软硬件与健康
医疗产品展览会上荣获“医疗健康人
工智能应用落地 30最佳案例”奖，延
庆两癌筛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据了解，该奖项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统计信息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遴
选，经专家组评审后产生，全国共有
30个优秀案例入选。2018年年底，原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开始向
全国征集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案例。今年 3月，区卫生健康委建设
的“人工智能+两癌筛查”项目参与评
选申报。经过线上投票和专家评审，
我区申报项目被专家组认为具备一定
的先进性、代表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从全国数百个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应用
落地案例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优秀
案例。

我区自 2009年开始“两癌筛查”
工作，10年来，筛查人数由最初的每
年 9000 人，扩大到 2018 年的 1.7 万
人，2019年预计可达 2.4万人。“随着
筛查人数增加，阅片医生工作负荷增
加、筛查效率低、患者等候时间长等
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
们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研发了人工
智能应用。今年 2月，延庆‘人工智
能+两癌筛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尹文强
说道。

据介绍，“人工智能+两癌筛查”系
统是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建
成乳腺癌早期筛查和宫颈癌早期筛查

两个子系统。其中，乳腺癌早期筛查
系统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分析病人的
钼靶图片，帮助医生找到疑似病灶（包
含肿块灶和钙化灶）位置，分析病人罹
患恶性肿瘤风险。系统识别准确率
为：钙化监测，敏感度 99.0%；肿块监
测，敏感度90.2%；良恶性判别，敏感度
87.0%；良恶性判别，特异度96.0%。而
宫颈癌早期筛查系统则是基于深度学
习技术，对上万张内窥镜分型级数据
进行学习分析，打造宫颈癌智能检测
筛查工具，用于宫颈转化区类型识别，
实时辅助妇科医生快速辨别宫颈癌前
病变与癌的病变定点区域，从而制定
对应的活检与治疗方案。宫颈癌早期
筛查子系统识别准确率达到特异度
91.23% 、敏 感 度 87.18% 、准 确 度
89.86%。

目前，我区已应用“人工智能+
两癌筛查”系统辅助诊断乳腺癌筛查
病例 2312 例、宫颈癌筛查病例 293
例。该系统的应用实践证明，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技术能够有效降低人工
阅片的主观影响，提升病灶识别的敏
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降低漏诊率
和误诊率，节省就诊时间，增强患者
就医获得感。同时，也能积极服务

“两癌筛查”这项国家重大公共服务
项目，为关爱辖区妇女健康作出更大
贡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人工
智能+两癌筛查’项目的质量评估和
效果评价，进一步发挥新技术的示范
带动作用，持续提升全区卫生健康信
息化水平，为全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
优质服务。”尹文强说道。 079w

延庆企业参与对接科技冬奥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宏民 通讯员 张

磊 吴彩云）日前，区科委组织召开科
技冬奥项目对接会，由中关村延庆园
组织的 6家企业与北京北控京奥建
设有限公司等北京 2022年冬奥会场
馆建设及运营公司进行深入对接，为
服务冬奥作出贡献。

对接会上，中电智慧综合能源
有限公司、北京合锐清合电气有限
公司、北京上格云技术有限公司等
六家参与对接的企业向与会的北
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尚
都嘉业置业有限公司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场馆建设及运营公司做

了企业推介路演。冬奥会场馆建
设及运营公司提出了施工建设过
程中的迫切需求，供需双方展开深
入交流，表达合作意向。

参与此次对接的北京远度互联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人机
技术应用与开发的科技企业，该企业
的无人机编队曾多次参与春晚、省级
文化节无人机编队表演，参与了北京
密云山火及四川木里大凉山森林火
灾的救援，拥有丰富的智能飞行器产
品研发使用经验。

会上，北京远度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代表围绕科技冬奥无人机巡检可

应用场景，特别是
针对冬奥赛事环
保问题中秸秆焚
烧、垃圾裸露、污

水偷排、黄土裸露等问题的无人机巡
查监测方案做了详细介绍。

多家冬奥会场馆建设公司对北
京远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
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公司在冬奥
保障运维过程中，在为场馆观赛群众
提供智慧化的观赛服务、在道路交通
指挥、停车位管控等方面需要科技支
持，今天听了几家科技企业的路演，
我觉得我们与很多企业都有广阔的
合作空间，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进一
步对接，实现企业‘双赢’，为冬奥赛
事提供更好的服务。”北京北控京奥
建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

北京中关村智连灾害感知科学
研究院此次拿出了一套天空地一体
化早期识别地质灾害作出提前预警
方案。在此次推介会上，灾害感知研

究院也与冬奥场馆建设公司进行了
深入沟通，积极寻求合作。“通过此次
推介会，我们获得了参与冬奥场馆建
设的更多机会与渠道。我们研究院
将会继续发挥自身在灾害预警领域
的技术优势，积极配合相关企业，一
起为我们冬奥设施的建设作出应有
的贡献。”北京中关村智连灾害感知
科学研究院院长谢谟文说。

区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区
科委和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将一如
既往支持企业发展，继续以科技冬奥
建设需求为导向，围绕技术攻关、供
需对接、示范应用、产业培育等方面
进一步加快推进项目与需求方的深
入对接，增加“两村两馆”建设科技含
量，为企业项目提供更多应用场景，
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延庆“拾行者”用坚持创造美丽环境
本报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哈英俊

早晨 6点，胡福利穿好运动衣，拿
起垃圾袋和垃圾夹，走出家门，向 8公
里外的单位跑去。一路上，被丢弃在路
边的烟盒、空水瓶和包装袋等垃圾统统
被她拾起，装袋带走，在她的身后留下
一片干净整洁的路面。

像胡福利这样，在跑步中捡拾垃圾
的环保人士被称为“拾行者”。

胡福利今年 48岁，是从内蒙古嫁
到延庆的一名“延庆媳妇儿”。工作之
余，胡福利喜欢运动，跑步和爬山是她
的最爱。又高又瘦的胡福利有着小麦
色的皮肤，这是她坚持运动的象征。

2017年 3月的一天，胡福利在江水
泉公园跑步时，遇到了一位同样爱好跑

步的延庆长跑协会成员。“我和她聊天
时，她告诉我，长跑协会里还有许多跑
步爱好者，而且大家还会共同参加活
动，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我立刻就接
受了她的邀请。”胡福利笑着说道。

2018 年，胡福利和十余名长跑协
会的伙伴在延庆分会场参加了清华
大学举办的“拾行中国 Plogging Chi⁃
na”活动，在跑步的过程中捡拾垃
圾。这次“拾行”活动深深地触动了
胡福利，她说：“当时，我就觉得‘拾
行’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运动，既能
锻炼身体，又可以保护环境。而且，
它很适合我。我本身是一名环卫工
人，在运动时还可以捡拾垃圾，真是

一举两得。”从那以后，胡福利便正式
成为了一名“拾行者”，并一路坚持
下来。

一年多以来，无论春夏秋冬，胡福
利总会在上下班的路上，带着垃圾袋、
垃圾夹进行“拾行”，就算烈日当头，街
巷间、公园内外也总能看到她奔跑、捡
拾的身影。即使是节假日，胡福利也总
要出去“跑一跑”“捡一捡”。

自从胡福利开始“拾行”以来，许多
人通过她的介绍和宣传，了解了这项

“新潮”的运动，有些还参与其中，胡福
利的爱人就是其中之一。“我爱人和女
儿都很支持我‘拾行’，现在还成为了我

‘拾行’的队友。”提起家人，胡福利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除了胡福利和她的家人，一边锻炼

身体、一边沿路捡拾垃圾的跑步爱好者
还有不少，胡福利和这些“拾行者”们，
奔跑在街边、公园、妫水河畔……共同
用实际行动，为扮靓美丽延庆默默地作
着贡献。

“世园会正在咱们家门口召开，冬
奥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我会把‘拾
行’坚持下去，同时带动身边人一起，让
街边的垃圾越来越少，把家乡的城市环
境装扮得更加美丽。”胡福利目光坚定
地说道。

从第一次“拾行”到现在，胡福利已
经坚持了 13个月，她每周都要捡上满

满 4大袋垃圾，“拾行”的路程也超过了
3500公里。而每当胡福利带着一大袋
垃圾结束“拾行”后，还有另一项工作需
要她完成。

作为一名环卫工人，胡福利深知
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拾行”结束后，
她都会拎着垃圾袋来到分类垃圾桶
旁，对垃圾进行仔细分类。塑料水瓶
和废纸是可回收垃圾，烟蒂、塑料袋是
不可回收垃圾，废电池、过期药物是有
害垃圾……胡福利把捡到的各种垃圾
准确分类，并将其丢进相应的垃圾桶，
以身作则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一年多来，胡福利始终坚持“拾
行”，这种“新潮”环保的运动方式也

给胡福利带来了很多收获。“我现在
身体越来越好了，以前只是偶尔运动
一下，身体还时不时闹个小毛病，现
在天天跑步、捡垃圾，连感冒都没得
过。心情也越来越好了。”坚持“拾
行”所带来的收获，让胡福利打心眼
儿里高兴。

现在，亲朋好友的支持让胡福利充
满信心，也更加坚定了她继续“拾行”的
决心。“美丽的环境需要大家爱护，而爱
护环境更需要坚守和付出。希望大家
一起行动起来，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
越美丽，也给每一位来到延庆的游客留
下‘美丽延庆 冰雪夏都’的第一印象！”
胡福利笑着说道。

我区优质农产品受到海淀居民青睐
本报讯（记者 刘宇）日前，区商

务局和海淀区商务局共同走进海淀
区青龙桥街道林科院圆形广场，参加
2019年第五届“品牌服务活动”。活
动现场，我区的优质农产品受到海淀
居民青睐。

一大早，海淀区青龙桥街道林科
院圆形广场上热闹非凡，特色商品展
卖、生活知识现场演示、农副产品营
养价值宣传等多种形式的现场服务
活动吸引了附近众多的社区居民。
我区茂源广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
为海淀居民带来了优质农产品。工

作人员向过往居民介绍了来自延庆
的新鲜农产品，既有小米、藜麦等五
谷杂粮，也有鲜嫩的豆腐、水滑鲜红
的西红柿、火红的朝天椒，还有新鲜
无土栽培的韭菜等蔬菜。活动现场
还设置了品尝环节，居民可以“先尝
后买”，新鲜的蔬菜受到广大社区居
民的喜爱，很快便销售一空。“这些菜
都挺好的，质量很好，价格也实惠，希
望延庆的农产品能多卖到我们这
里。”家住附近社区的王女士说道。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海淀区—
延庆区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

护和绿色发展结对协作相关工作，
区商务局于 2018年 8月启动帮扶对
接工作，积极与海淀区商务局沟通
对接，对延庆、海淀优势资源摸底调
查，经双方多次研究讨论，制定了
《关于延庆优质农产品对接帮扶的
实施方案》。双方商务局带领两区
相关企业召开座谈会，并进行了现
场签约。会后，为打通我区生产基
地至海淀销售市场的产销合作渠
道，提升我区农产品市场认可度，区
商务局密切与海淀区商务局沟通对
接，积极推介我区优质农产品。

与此同时，我区茂源广发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与海淀区车客家园网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多次沟通商
讨，达成了线上线下合作意向，双方
企业线上平台已经对接完成，线下将
根据网上平台订单，把我区的优质农
产品送到海淀各社区网点，让海淀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优质、安全、绿
色、健康的延庆蔬菜。“通过网络销售
平台，不仅扩大了品牌效应，同时，也
打通了延庆优质农产品的购销渠道，
为我区农民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基
础。”区商务局副局长赵瑞琴说。

四海镇着力创建“无违建乡镇”
本报讯（通讯员 武卉）日前，四海镇对

四海村一处违法养猪场进行帮拆，拉开了
四海镇今年第四次集中拆除违建的序幕，
大力创建“无违建乡镇”。据了解，第四次
集中拆除的违法建设主要是建设在农用地
上的鸡舍、猪舍以及看护房，涉及3个村的4
处违法建设，共1270平方米。

据了解，多年来四海镇始终秉持着“消
除旧有，严控新生”的拆违原则，已连续三年
没有新生违建产生。同时，四海镇积极探索
创建无违建乡镇工作机制，利用城市管理指
挥中心，实现村级控违网格化管理，将违建
发现落实到 18个村级网格，对网格内发生
违建不知情或未及时报告的，实行村级网格

“一票否决”。在年底的考核中，被“一票否
决”的相关村，该项奖金将全部扣除。

与此同时，四海镇建立起镇村两级防
违控违巡查监管队伍，对辖区村、住宅、河

道等地重点地区不间断全面巡查；配合城
市综合执法中心力量，条块结合，凝聚合
力，对应拆未拆、私搭乱建、侵占河道等突
出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

“控新增、消存量”。
除坚决拆除违法建设外，在拆后建设利

用上，四海镇坚持到即拆即清。以应耕则耕、
应绿则绿、宜建则建的原则，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引导各村积极利用“拆出来、清出来”的地
块，实施提升改造项目，留白增绿，提高拆后
利用率。目前，四海镇累计进行拆后利用
12200平方米，利用率达100%。

“‘无违建乡镇’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坚持公平公正、依法依规的原则，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四海镇副镇长王俊强说
道，“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机制，持续深
入控违拆违攻坚战，全力以赴创建干净、整
洁、秩序井然的美丽四海。” 086z

龙庆首创开展安全生产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 渠晨）近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安全生产技能竞赛在北京龙庆首创
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进一步提升安全
生产工作水平，维护生产经营安全。

龙庆首创所属 7个水厂组成的 4支队
伍参加比赛，内容包括搭桥过河灭火、双人
消防水带对接、担架运送伤员、四人五足集
体逃生以及穿戴正压式呼吸器。在竞赛
中，参赛选手们动作标准、配合默契，展示
了娴熟精湛的安全生产技能，更展现了朝

气蓬勃的风貌和奋发有为的激情。经过激
烈角逐，由公司机关后勤部门员工组成的

“超能队”以优异成绩赢得冠军。
“这次安全生产技能竞赛注重实战

性，不仅是对我们员工安全生产技能的一
次全面检验，也是对员工拼搏精神和刚强
意志的锤炼，使员工在训练和比赛中进一
步提高了操作技能，为安全生产工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龙庆首创总经理王保国
说道。

香水园法律服务
搭建最后一公里“连心桥”

本报讯（通讯员 都吉云）日前，香水园
司法所带领包居律师、法律工作者走进辖
区兴运嘉园社区，开展“接诉即办面对面
法律服务零距离”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律师咨询台、代书服务台、
纠纷调解台、法律宣传台。律师耐心倾听当事
人遇到的法律问题并现场答复，给予法律建
议；法律工作者为当事人现场提供诉讼代书服

务；调解员为社区涉诉当事人明法析理，讲解
法律知识；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普法折页、普
法凉扇，广泛宣传扫黑除恶、“疏整促”以及创
城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活动中，法律工作者共解答法律问
题 13 件、提供代书 1 件、解决纠纷 1 件、
发放宣传材料 500 余份，受到社区居民
的欢迎。 082l

旅游总公司索道公司
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宋威）近日，八达岭旅游
总公司索道公司党支部举办“对党忠诚·紧跟
党走·做新时代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向
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献上诚挚的祝福，进
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基
层组织和党员活力。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学
习《党章》，接受党性教育。同时，大家齐
声高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唱祖国》《英雄赞歌》，一首首经典红色
歌曲，将大家带回那段战火纷飞的光荣岁

月，鞭策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而老党员带来的《赵一曼的故事》《刘胡兰
的故事》，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
精神风貌，也更加坚定了全体党员的崇高
信仰。

通过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进一步
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纷纷表示，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抓住机遇，争做合格共产党
员，为推动索道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懈
奋斗！

在人流熙攘的世园会园区，吸引游客的除了世园美景，还有园区内的各国美食。为让更
多市民游客品尝到世园美味，延隆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世园会相关部门及园区参展商沟通
对接，将世园特色食品“爸爸糖”手工吐司和法国馆法棍面包引入凯思大酒店和燕春饭店，在
为延庆传统餐饮注入新的美食元素的同时，也让世园文化在妫川大地落地生根。图为市民
正在购买“爸爸糖”手工吐司。 张旭靖/摄 张宏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