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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 市工商局发布了 5月份消
费投诉分析公示，由于季节温度
适宜 ，风景宜人 ，5月成为摄影
行业的黄金季节， 与此同时有关
此 类 消 费 的 投 诉 也 成 为 热 点
问题。

消费者吴女士向12315热线
反映， 接受某知名摄影店提供的
婚纱摄影服务，协议注明“提供三
处外景”，实际商家仅提供两处外
景， 且拍摄的照片存在成像模糊

的问题。经工商部门调解，经营者
已安排重拍服务。

工商部门表示， 数据统计显
示此类消费投诉明显增加。 从投
诉的具体问题看， 存在的问题包
括商家不能如期交付照片、 相册
等成品，并拒绝承担违约责任。同
时，提供的摄影服务质量有瑕疵，
包括拍摄的照片模糊不清， 拍摄
时提供的化妆品、 拍摄场地存在
安全隐患， 导致消费者人身受到
伤害的问题等。

摄影行业服务成5月消费投诉热点

市司法局推出多项利民举措

加强城市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本市】03新闻２０17年 6月 8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李亚楠│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本市
单位停车位夜间利用率低， 空置
率达到60%到70%，本市要求盘活
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区的停车
资源，鼓励这些停车场错时开放，
鼓励个人之间“拼车位”。昨天，北
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规划二所所长
姚广铮、 西城区市政市容委交通
管理科科长卢道红、 北京停车行
业协会会长柳昌江做客交通广播
“治堵大家谈”。

目前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约
为570万， 停车位有290万个，50%
的车没有正式车位， 但还有25％
至30%的车位处于闲置半闲置状
态，经测算，目前本市单位停车位
夜间空置率达到60%到70%。

“一方面是停车资源的紧张，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浪费， 错时停
车、共享停车则能够提高使用率，
将路边违法停放的有序停放，通
过静态交通打通动态交通。”北京

停车行业协会会长柳昌江介绍。
柳会长表示， 目前本市共享停车
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包括动力
不够，停车供给方不够积极，缺乏
强制要求，宁可闲着也不开放，同
时停车人的动力也不够， 有些路
段不能停车但无需交费也会停，
执法力度也有所不足。 还有就是
信息媒介不够畅通， 缺乏停车位
供求双方沟通的渠道， 停车管理
水平不足， 共享停车还有一段路

要慢慢走。
通过互联网的应用则能够很

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西城区市政
市容委交通管理科科长卢道红介
绍， 目前西城有十家单位对外开
放实行共享停车，效果都较好。他
表示， 使用或开放共享车位在签
订协议时一定要明确好停车的时
间等权利和责任， 尤其是限号或
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按时驶离
时一定要明确，避免法律纠纷。他

说， 错时停车是大家共同参与的
活动，要发挥政府、停车场、车位
产权人、停车人多方面的力量，组
织引导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另外， 在近期公开征求意见
的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
（草案送审稿）》中就明确，针对已
有车位利用率低的问题， 盘活机
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区的停车资
源。鼓励这些停车场错时开放，鼓
励个人之间“拼车位”。

单位停车位夜间利用率低 空置率达到60%到70%

本市鼓励单位停车场错时开放

T2线可与15号线接驳 终点在T3航站楼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获悉， 北京地铁公司获得
顺义区有轨电车T2线的25年特
许经营 。 顺义有轨电车T2线与
15号线接驳， 终点在T3航站楼，
共设22座车站。

今年5月 ， 北京地铁公司与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组成
联合体， 争取顺义区现代有轨电
车T2线项目 ， 并正式提交了投
标文件。 昨天， 顺义区交通局发
布了中标通知书， 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
集团、 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联
合体获得顺义区现代有轨电车
T2线项目的设计 、 建设 ， 以及
25年的特许经营。

据了解， 顺义区现代有轨电
车T2线PPP项目， 既可以丰富北
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制式， 又有
利于京城地铁 形 成 运 营 资 质 ，
且能够带动京车公司相关产能，
具有战略意义 。 同时也标志着
北京地铁公司逐步实现了从传
统专业运营商向投资、 建设、 运

营一体化运营商改革和战略转型
的目标。

此次顺义有轨电车T2线中
标是北京地铁公司首次取得的
PPP项目。 顺义区有轨电车T2线
北端起点位于友谊医院 （顺义院
区） 东侧天北路上， 在国展站、
花梨坎站与既有15号线接驳， 终
点在T3航站楼。 线路长19.8km，
其中双线16.8km， 单线3km。 共
设22座车站， 平均站间距893m。
在岗山南站附近设本线的车辆
场， 占地约10公顷。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经过工
作人员两次约谈， 违建业主的态
度由抵触转为支持，近日，东城区
东直门街道春秀路拆除首处违
建， 为接下来春秀路小区的环境
整治打响了第一枪。

记者昨天从东直门街道了解
到， 拆除的这处违建是位于春秀
路上的一家名为老金涮肉的餐
馆。早在一个月前，综合执法组就

进行了告知， 希望其自行完成拆
除。在走访约谈过程中，老金涮肉
餐馆负责人存有一定的抵触情
绪，并不配合拆违工作。

5月29日，综合执法组、东外
大街社区工作人员、 街道拆违小
组工作人员三方再度来到老金涮
肉餐馆， 不仅摆出其私搭违建给
周围居民带来的利益损害的既有
事实， 又向其细致传达和解读了

市、 区关于疏解整治促提升的相
关指示及百街千巷环境整治的相
关要求。通过两次约谈，老金涮肉
餐馆负责人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转
变， 由一开始的抵触转变为主动
配合。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院内
19平方米违法建设拆除。

餐馆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尽
力协助社区和街道完成这一区域
的拆违工作， 同时也会积极参与
社区和街道共建。 边磊 摄

两次约谈业主 春秀路首处违建拆除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然 ） 市
司法局近日对外公布， 2017年北
京市司法局一次性推出完善首都
公共法律服务便民多项利民举
措， 其中包括开通 “京司观澜”
微信公众号及自6月10日起对符
合条件的老年人， 取消法律援助
事项范围限制； 农民工请求支付
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的， 不受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申
请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患重
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直
接认定经济困难等。

为减轻群众办理公证的舟车
劳顿， 目前北京13家公证机构已

开通网上申办业务， 年底前全市
25家公证机构将全部实现网上服
务。 自6月10日起， 对申请办理
住所地、 死亡、 学历、 学位四类
公证事项， 当事人确实无法提供
证明材料的， 由公证机构帮助当
事人调查核实； 年满70周岁的市
民申请办理遗嘱公证的， 免收公
证费用。

在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
同时， 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一般案件当日受理， 当日审批；
对于群体性案件 、 复杂疑难案
件， 法律援助审查期限也由法定
的5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

公证服务年底将实现网上申办

地铁公司中标顺义有轨电车T2线

节能宣传
提前预热

6月11日至17日是 “2017海
淀区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 本
次活动由海淀区发改委与区政府
机关事务管理处联合主办 ， 以
“绿色+ 我行动 ” 为主题 ， 以
“节能有我， 绿色共享” 为口号，
将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活动形式，
倡导人们低碳生活。 图为海淀区
政府大楼院内， 设计人员在道路
井盖上画绿色节能的图案， 为本
次活动预热。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首都文明办了解到， 全市第
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工作
启动。本届道德模范涵盖“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
奉献”“孝老爱亲”五类，本市拟向
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五类道德模
范候选人各2名，共10名。

据了解， 凡是符合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标准，在北京市工作、学
习、 生活且年满16周岁以上的中
国公民， 均具备北京市推荐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的资格条件。本
次活动将通过群众推荐、 征求意
见、审查把关、报送材料、评委会
评选、 集中公示、 学习宣传等步
骤， 产生北京市向全国推荐的正
式候选人， 活动详情可登陆首都
文明网了解。

根据 《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或首都道德模范荣誉表彰
的， 在申请人申请积分落户时给
予增加20分的分值。

北京启动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

新华社电 记者７日从北京银
监局获悉， 北京银监局６日批复
同意北京中关村银行开业， 标志
着北京市首家民营银行正式落
地， 成为全国第１３家获批开业的
民营银行。

北京中关村银行注册资本４０
亿元 ， 发起股东共１１家 ， 多为
注册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 的 科 技 创 新 企 业 。 第 一 大
股 东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第二大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占股２９．８％和
２７．０％。

在构思阶段， 北京中关村银
行就提出了 “服务科创” 的差异
化功能定位。 北京银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该行成立后将立足中
关村园区， 致力于为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
务， 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
算等先进技术， 支持并促进中关
村乃至全国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的创新发展。

北京首家民营银行中关村银行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