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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
禄） 今年， 结合北京市 “疏解
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 房山
区举全区之力打好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攻坚战。 18日， 随着挖
掘机的轰鸣声， 位于房山区拱
辰街道纸房城东市场违建被拆
除。 据了解， 这是该区城区拆
违计划中面积最大的一块， 共
计9.81万平方米。

纸房城东市场位于107国道
沿线 ， 该市场聚集着餐饮外
卖、 汽车修理、 五金批发等一
批低端产业， 这些被侵占的城
市公共资源被擅自改造成出租

屋， 群租现象严重， 不仅影响
着107国道周边的交通及环境秩
序， 同时存在卫生、 安全、 消
防等多种隐患。 为此， 拱辰街
道决定彻底解决该地区的违法
建设问题， 彻底改善周边居民
的生活环境， 今年该街道计划
拆除违法建设45万余平方米 。
此次拆违预计月底前全部完
成， 拆除后腾出的空间将用于
拓宽道路和修建绿地。

此外， 该区窦店镇为做好
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不仅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措施， 还
成立了拆除违法建设专项指挥

部， 组建拆违办和40人组成的
综合巡查队， 明确专人专责。

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为净化本市医院周边治安秩序，
持续挤压号贩子违法犯罪空间，
市公安局从2016年12月起展开了
为期半年的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整治医疗机构涉序类违
法犯罪。 截至目前， 全市共抓获
医疗机构涉序类违法犯罪人员
377人， 49人被刑事拘留， 328人
被治安拘留， 全市医院周边秩序
明显好转。

据了解， 基于对此类违法犯
罪活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刑
侦、 治安总队、 内保局等相关单
位牵头的工作专班， 统一部署，
辖区内有二级以上医院的属地分
局比照市局模式成立专班， 部署
专业力量开展专项侦查打击工
作。 不断持续加强日常打击整治
力度 ， 各相关单位以 “发现即
打、 稍乱即整、 掐尖清面” 为原
则， 重点打击整治和维护医院周
边治安秩序， 最大化压缩 “号贩
子” 在医院周边的活动空间。

在开展案件侦办打击的同
时， 各相关单位积极会同属地综

治 、 卫计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
制 ， 在关键点位设置医院警务
室， 驻院民警每日带领医院保安
巡逻组到挂号窗口巡视， 实时检
测挂号秩序情况， 部署监控进行
有针对性的摄录取证， 在此基础
上， 全力协调医院在重点时段和
点位强化保卫力量维持秩序， 全
方位、 多角度对全市医疗机构周
边治安秩序， 开展不间断的清理
打击工作， 努力形成全市严打严
整声势。

据悉， 此次专项打击整治行
动将持续至2017年5月底。

房山城区面积最大违建被拆除

北京警方整治医院周边治安秩序

加强城市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曹蕾） 昨天， 西城区大栅栏
街道陕西巷3处宾馆顶层的违
建拆除工作启动 ， 这是继2月
22日珠市口西大街129号安成宾
馆1450平方米楼顶违建拆除之
后， 街道拆违工作继续发力的
又一记重拳出击。

行动中 ， 街道组织城建 、
城管、 综治、 安全生产办、 防
火办、 公安、 交通、 工商、 大
栅栏医院、 社区等多部门对陕
西巷这3家宾馆楼顶多处违法
建设进行了集中拆除， 实际拆
除面积约700平方米。

据了解 ， 本次拆除的3家
宾馆的违建本 体 及 顶 层 均 存
在结构性安全隐患和消防隐
患 ， 大 多用于员工 宿舍或仓
库。 在安全生产方面， 装饰装
修材料耐火等级不符合现行规
定要求， 耐火极限低， 同时疏

散通道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
未设置火灾报警器及控制器
等， 极易引发火灾， 严重威胁
地区安全。 通过本次拆除违法
建设行动， 将彻底消除这一安
全隐患。

由于三处违法建设建成时
间较早， 地点分散， 楼顶违章

结构情况较为复杂， 紧邻居民
院落， 树木、 线缆较多， 导致
大型机械无法进场施工， 为了
确保拆除过程安全、 有序， 最
终决定采用人力徒手拆除方式
予以安全拆除 ， 计划用5天左
右拆除主体建筑上方所有违章
建筑。 图为拆违现场。 陈艺 摄

大栅栏街道拆除3处宾馆顶层违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
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平区南口镇
辛力庄村拉开帷幕， 将用3年左
右的时间， 使农民手机应用技能
得到大幅提升。

据了解， 从今年开始， 农业
部将联合地方农业部门， 分层次
分类型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
面对面、 手把手教会农民应用手
机， 同时丰富网络课堂内容， 满

足农民随时随地、 想学什么就能
学什么的个性化需求。 力争用3
年左右时间， 使农民手机应用技
能得到大幅提升。

北京在农民手机应用与培训
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探索。 例如，
在益农信息社服务内容中， 为农
民提供智能手机代购服务， 并通
过安装微信聊天 、QQ聊天等工
具， 引导村民通过新媒体获取农
业技术服务和农产品市场服务。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公交381路更换6米纯电动环保车型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通讯员

石磊） 昨天， 公交第三客运分公
司381路更换25部全新6米纯电动
环保公交车。 新车快充时间20分
钟， 续驶里程50公里， 最高时速
60公里/小时 ， 内设 11个座位 ，
最大载客30人。

据了解，381路首站大兴西红
门公交场站，末站永定门火车站，
单程22.8公里， 途经新发地蔬菜
批发市场、玉泉营、菜市口、宣武
医院等地区。更换新车型后，考虑
到与原运营车相比载客量少等不
利因素， 车队加大了车辆的运营
投入， 配置运营车辆由原来的17

部增加到25部， 高峰间隔比原来
更是缩短了近8分钟，为了避免出
现由于车小载客量低， 造成乘客
滞留的现象， 车队采取在高峰时
段投入6部安凯柴油单机车，缓解
高峰时段的运营压力。

春分立蛋 体验民俗
“春分到，蛋儿俏”，在古老的传说中春分这一天最容易把鸡蛋立起

来，4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此庆贺春天的来临。 19日，丰台区长辛
店镇举办了首届春分“立蛋”大赛，吸引上百名市民参加。很多三口之家
体验立蛋乐趣，感受这项古老文明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全国农民手机应用培训周在京启动

今年抓获号贩子300余人

平安大街外立面
将统一规划布置

19日， 东城区平安大街东
四十条段的25家 “开墙打洞”
商户得到了集中整治和封堵。
封堵结束后， 东四街道将继续
跟踪和检查 ， 防止 “开墙打
洞” 现象反弹。 据了解， 待剩
余的70余家 “开墙打洞” 商户
整治工作结束后， 街道将对临
街外立面进行统一规划布置，
进行业态升级改造并适当添加
便民设施。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全市首
家爱心小天使公益站前天在北京
世纪金源青苗荟成立。 成立仪式
上， 来自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的爱心小天使向社会发出 “2017
年天使冬奥林筹募倡议”，并向过
往顾客劝募、义卖。

当天， 爱心小天使们分为三
个组展开行动，其中“糖粒儿童心
同画”工作组现场邀请100位社会
人士，共同参与义卖画作的创作；

“义卖物品制作”组在老师的指导
下烘焙手工饼干、制作多肉盆栽，
将精心劳作的成果提供给劝募组
义卖；“慈善劝募邀请” 组则向过
往顾客宣传天使冬奥林项目 ，劝
募善款。

爱心小天使团队由北京市少
工委、北京青基会联合组建，旨在
通过开展公益劝募和体验活动 ，
为首都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搭建
公益平台。

全市首家爱心小天使公益站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昨天从北京 市 民 政 局 了 解 到 ，
本 市 已 于 近 期 开 通 了 全 市 统
一社会救助服务热线 “96156”。
本市居民申请城乡低保、 特困人
员供养、 低收入等基本生活救助
和专项救助， 或遭遇突发事件、
意外事故、 罹患重大疾病等特殊
情况造成生活困难， 均可拨打北
京市社会救助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和求助。

为畅通困难群众求助渠道 ，
本市依托 “96156”社区服务热线

开通全市统一社会救助服务热
线，建立求助信息受理、转办和督
办机制， 实现救助响应从坐等求
助向主动发现转变。

有需要的居民拨打服务热线
后， 工作人员会记录求助人反映
的问题， 对符合条件的问题将转
相关街道（乡镇）。 街道（乡镇）将
根据求助内容了解实际情况、进
行政策宣传， 符合社会救助条件
的为其提供社会救助服务。 逾期
未将办理结果反馈热线工作人员
的，由相关区民政局负责督办。

本市社会救助服务热线“96156”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