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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12月11日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举
行了2016年下半年基本级执法资
格考试， 局属59个单位的15800
余名领导干部和民警报名参加考
试， 全市共设24个考点， 537个
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

据了解， 此次基本级执法资
格考试， 体现了两个特点： 一是
强化考试结果运用， 实现执法资
格等级与队伍管理制度挂钩。 二

是严密考务组织。 市局专门成立
考试办公室， 精心组织、 周密部
署各项考务工作。 考前召开动员
部署会， 做好动员、 强调考规考
纪 ； 组织 1100余名考官负责监
考、 巡考， 加大对所有考场的巡
查力度。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通过持续组织开展执法资格等级
考试， 引导广大民警牢固树立法
治思维， 提升全警法律素养。

城市副中心至机场再增便捷通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为期一个月的2016北京跨年
促销节正式启动， 七大特色促销
板块将先后开启， 数百家品牌企
业共同参与， 以优惠的价格惠及
北京消费者。

此次活动由市商务委主办 ，
也是首次由政府主导的辐射全北
京、惠聚全品类、试水全渠道的大
型促销活动。 呈现七大亮点板块
的促销活动， 包括北京16区联动
促销、 线上企业联合促销、“北京
十大商业品牌” 荣誉企业联合促
销、“北京十大餐饮品牌” 荣誉企

业联合促销、 跨境电商线上线下
互动促销、 北京老字号企业联合
促销以及“迎冬奥”冰雪项目和冰
雪商品大促销。

16区将围绕区域特色携区内
代表企业共同促销， 如大兴区惠
民购物狂欢节、顺义区的“品质消
费，乐购顺义”都将在跨年之际掀
起消费高潮。

另外，此次大促活动中，跨境
电商企业将线上线下互动结合，
为消费者带来优质优价的进口商
品。而申冬奥成功之后，冰雪项目
成为北京新的消费热点， 此次大

促将集结北京市区及周边的众多
滑雪场联合促销。

“北京十大商业品牌”和“北
京十大餐饮品牌” 历年获奖企业
将联合参与促销，北京稻香村、居
然之家、全聚德、庆丰包子铺等品
牌都将在旗下的全部或多个门店
开展各式各样的优惠促销；京东、
苏宁易购、国美在线、中粮我买网
等大型电商也集结了平台上的优
质商家共同参与。 消费者不仅可
以在品牌门店内找到专项促销区
域， 在参与活动的各大电商平台
上也可以找到促销节活动入口。

近日， 石景山区古城街道、 石景山区重点工程建设中心等部门在石景
山北辛安铁壁街举行 “积极控煤促环保， 共建绿色北辛安” 煤炉集中销
毁。 该地区共有3300户左右的居民提前搬离， 共减少燃煤使用量1000吨以
上， 其中回收居民家中存煤200余吨， 炉具1505个， 确保了石景山无煤区
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1500小煤炉
集中销毁

顺义区壁富路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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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 ）
昨天下午，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和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举办了2016
年度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评优表彰活动， 授予10个培训基
地医院 “优秀组织单位” 称号。

本次表彰活动是本市开展住
院医师培训以来， 首次进行的评
优表彰活动。 会上表彰了全市52
家住院医师培训基地的100名优

秀住院医师、61名优秀指导医师
和40名优秀管理人员。同时，对荣
获优胜奖的50名优秀住院医师、
30名优秀指导医师和20名优秀管
理人员进行奖励； 授予10个培训
基地医院“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住院医师培训工作自上世纪
80年代开展， 通过开展评优表彰
活动， 旨在大力弘扬医务人员救
死扶伤的精神。

本市首次开展住院医师评选表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使用
封闭式机动车收购与运输再生资
源品， 回收站点周边保持环境卫
生，从业人员须穿工服上岗 ……
昨天， 北京再生资源行业标准规
范宣传贯彻会举行，150余名行业
从业人员参加，学习行业标准，提
升为居民服务的品质。

今年9月份， 市商务委印发
了 《生活性服务业行业标准规范
汇编 》， 其中涉及到蔬菜零售 、
餐饮 （早餐）、 家政服务、 美容
美发、 家电维修、 再生资源回收
等11个行业， 对这些行业的服务
标准进行了规范。

在再生资源回收方面， 汇编
从企业开业条件、经营管理范围、
岗位服务规范等方面提出了行业
要求。 根据规划， 城区每1000至
1500户居民以上设置一个回收
点。在经营环境中，要求回收站点
周边保持环境卫生， 收购物品分
类存放、及时清运。要使用封闭式
机动车进行收购与运输， 不能占
道经营。在岗位服务标准方面，要
求从业人员统一工服上岗， 遇到
行动不便的居民， 征得同意后穿
鞋套进入室内， 收购完成后主动
协助居民将现场打扫干净。

目前 ， 本市有900多家再生

资源回收企业。 根据商务委的统
计， 在2012年， 本市已有20余万
人从事再生资源回收。 根据汇编
要求， 回收人员须有合法的身份
证， 外地来京人员还须有北京市
居住证。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从市交通委路政局顺义公路分
局获悉， 壁富路 （顺义区段） 道
路工程昨天完工通车， 成为城市
副中心往来首都机场的便捷通
道， 实现顺义及周边辖区与城市
副中心的快速连接。

壁富路是连接顺义区与通州
区的重要通道， 起点位于通州区
通顺路，终点为顺义区李天路，路

线全长8.98公里。 其中，通州区段
长7.68公里， 已于2008年建成通
车 ；顺义区段长1.3公里 ，南起顺
义通州区界，北止李天路，与机场
东路相连， 设计标准为城市主干
路， 设计时速60公里/小时，2015
年10月12日开工建设。

本次壁富路 （顺义区段） 道
路工程下穿机场南线高速公路预
留桥孔及机场专用铁路 。 通车

后， 成为顺义区继通顺路之后第
二条抵达通州区的城市主干道，
也将方便延庆、 昌平、 怀柔、 密
云等西北部地区民众进出城市副
中心。 同时， 该路还与京平高速
半壁店出入口形成半菱形互通立
交， 使周边民众进出中心城区的
时间缩短20%以上。

除壁富路 （顺义区段） 道路
工程外， 北木路与京承铁路平改

立工程也将于今年年底正式通
车， 不但可解决附近村民及社会
车辆出行问题， 还可解决公路和
铁路道口平交带来的交通堵塞、
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此外， 顺
义五彩浅山联络线木孙路 （山丁
路———麻张路段） 道路工程计划
年内开工建设， 将构建顺义东北
部公路环线， 为浅山区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

“十三五” 期间， 顺义还将
启动通怀路、 北慕路、 宋梁路北
延、 中干渠路、 右堤路、 四纬路
东延等道路工程， 积极服务于京
津冀协同发展 、 城市副中心建
设、 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 实现
北京东北部地区与京津冀南部地
区快速衔接， 打通交通节点， 有
效提升北京市东北部地区与城市
副中心的道路通行能力。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
队昨天发布，2016年11月份，北京
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2.0%，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5%，非
食品价格上涨1.8%。 在食品价格
中，鲜菜价格上涨13.9%，影响CPI
上涨约0.25个百分点。

11月，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
涨3.0%，影响CPI上涨约0.75个百
分点。其中水产品价格上涨5.7%；
畜肉价格上涨1.8%，影响CPI上涨
约0.06个百分点； 禽肉价格上涨
4.1%； 鲜菜价格上涨13.9%，影响

CPI上涨约0.25个百分点；鲜果价
格上涨4.5%。 统计部门分析，受到
寒潮影响 ， 全国蔬菜类价格 11
月上中旬整体涨幅超过 4% ，部
分蔬菜价格上涨超过10%。

11月，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
3升3降1平。 其中其他用品和服
务、 医疗保健、 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6.9%、 4.6%和3.5%。

11月份， 北京市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与上月相比下降0.3%，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3%， 非食品
价格下降 0.4% ； 消费品价格持
平， 服务价格下降0.7%。

再生资源回收运输须使用封闭车

为期一个月 包括北京十大商业品牌、十大餐饮品牌及冰雪项目等

京城数百家企业联手促销惠民

“太空探秘”
中国科技馆“太空探索”展厅近日向公众开放。 展览由中国科协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同建设。 展厅设置飞天之梦、登天之梯、人造
卫星、载人航天、奔向月球、迈向深空六个主题展区和一个太空秀场，涵
盖多种先进技术和一系列航天科技实物。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市万余公安民警参加执法考试

鲜菜价格拉动11月CPI小幅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