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课
邀市民体验

昨天， 由首都绿化委员会主
办的 “2017爱绿在一起” 首都家
庭绿色体验活动启动， 京城市民
将走进三十个生态文明教育基
地， 伴随着蛙鸣鸟叫上一堂生态
文明课。 课堂上， 市民可以学习
识别植物和昆虫的种类， 还可以
到植物园种菜， 体验绿色生活方
式。 从即日起至10月份， 市民只
要关注 “首都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 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
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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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16
日， 市纪委、 市委组织部、 市委
宣传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
报市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北京党风
廉政建设、 反腐败工作、 组织工
作等情况。

据市纪委相关负责人透露，5
年来，本市共开展13轮巡视，实现
对192个市管单位党组织的巡视
全覆盖， 通过巡视移交领导干部
问题线索3035件，共有228名党员
干部被立案查处， 其中厅局级干

部31人， 处级干部126人，30名干
部被免职处理。数据显示，5年来，
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检举控告
类信访举报114994件次， 立案审
查9574件 ，年均增长49.9%，结案
8791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508
人， 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720人。

5年来，本市大力 开展“小官
贪腐”整治工作，重点查处了朝阳
区孙河乡康营村村委会原委员梁
达 （骗取国家土储拆迁补偿款1.

89亿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
村原会计陈万寿 （挪用资金1.19
亿元），丰台区花乡高立庄村党总
支原委员、 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
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伟杰 （受
贿1625万元），延庆区旧县镇农村
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
（贪污挪用公款2500余万元），房
山区长阳镇佛满村党支部原书记
郭小万（挪用公款2000万元）等违
纪违法问题。

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工作中，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坚决防止“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 。市区乡镇街
道三级联动 ，健全投诉举报网
络平台 ， 发挥特约监察员的作
用，创新“随手拍”“一键通”举报
方式，对“四风”隐形变异问题深
挖不放，露头就打，加大对踩红线
闯雷区顶风违纪行为查处力度。5
年来，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17
人， 并加大了对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的通报曝光力度。
在市纪委开展的 “会所中的

歪风” 专项整治中， 全市37家重
点私人会所全部完成整改 ， 并
督导全市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
部作出 “不出入私人会所、 不接
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 自觉
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 的
承诺。

从2015年开始持续开展 “为
官不为”、 “为官乱为” 专项整
治， 3年来查处1025人。

厅局级干部31人 处级干部126人 30名干部被免职处理

本市5年13轮巡视查处228名党员干部

本报讯（记者 边磊）6月12日
至16日， 城管执法部门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餐厨垃圾专项执法检查
行动。行动中，城管执法人员全面
排查、重点抽查大、中、小型餐饮
服务单位， 对检查中发现的餐厨
垃圾管理存在的违法问题， 将严
格查处， 同时对燃气安全方面也
一并进行了检查。

15日下午， 记者跟随市城管
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崇文门西花市
大街的老北京炸酱面和四爷牛拉
面饭馆。在检查四爷牛拉面时，执
法人员发现在饭馆的后厨有1个
冒尖的塑料桶， 装满废弃的菜叶

子、沾满油污的塑料袋和纸屑等。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这样混放橱
余垃圾和生活垃圾的行为不仅会
增加餐厨垃圾分类回收的成本，
还会造成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进
一步的污染。

据执法总队负责人介绍 ，本
次执法行动不仅要查违规处理餐
厨垃圾的餐饮单位， 也要查违法
清运餐厨垃圾的车辆和企业，还
要追根溯源查出问题车辆的挂靠
单位。对非法转租转包资质、使用
非正规车辆人员等违法行为予以
高限处罚， 并做出移送相关部门
吊销行政许可等后续处理。

本报讯（记者 陈艺）6月16日
至19日，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西
城区人民政府、 贵州省遵义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7北京国
际茶业展 ，2017北京马连道国际
茶文化展，2017遵义茶文化节”在
北京展览馆和北京马连道茶叶第
一街举行。

据了解，“北京国际茶业展”
是我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茶业

博览会 。2017北京国际茶业展全
部展览面积共计2.5万平方米，设
有1000个标准展位，600余家企业
参展。其中，特装展位占据80%以
上，分设包含西城区展馆、遵义市
展区、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福
建省等多个产茶大省专区， 百强
企业展馆、全国重点产茶县展馆、
台湾馆、国际馆等多样展馆，以及
精品茶具及茶包装区。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彭程）16
日， 怀柔区九渡河镇在紧邻特色
蓝莓谷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启动
为期两天的 “五彩九渡蓝莓音乐
节”。同时，该镇推出了三条旅游
精品线路。届时，游客可以白天赏
大自然美景、进大棚采摘蓝莓，晚
上到景区观水赏月， 听时尚乐队
的现场表演。

据介绍， 此次推出的三条线
路包括：“玩水登城品农家”线路，
游客可到黄花镇和东宫的蓝莓园

采摘， 到黄花城水长城自然风景
区观光，到西水峪、石湖峪、撞道
口村品乡村美食；“登山观景追记
忆”线路，游客可到鳞龙山自然风
景区、庙上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延
寿山森林公园观光休闲， 接受红
色教育，到杏树台村蓝莓园采摘；
“采摘赏花寻古迹”线路，游客可
到四渡河油菜花园赏花，到黄坎、
四渡河蓝莓园采摘， 到白云川体
验栗花飘香， 到鹞子峪古堡触摸
历史古迹。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戴上
虚拟现实的VR眼镜身临其境事
故现场， 打上绷带体验伤员的感
觉……目前， 这种最新的体验式
安全培训已经在本市1/3的在施
项目工地现场开设。

16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北
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联合开展
2017年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日。 在北京三利大厦改扩建工
程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了体验式
安全培训区和宣传咨询台。在VR
体验区， 工人们可以选择自己从
事的工种，戴上VR眼镜就可身临
其境， 立体体验施工时发生事故
危险降临的感觉。在旁边的“伤情
体验”教育区，两位工人手臂打着
绷带，小腿也“受伤了”，他们拄着
双拐，表情痛苦。原来，这是通过
让工人体验“受伤”的感觉而进行

的伤情模拟。 这位参与体验的工
人告诉记者：“变成‘伤员’后行动
十分不便， 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不真正发
生伤情， 以后在工作中要更加以
安全为重。”

据悉 ， 在工地发生事故的
60%都是入场1-3个月的“新手”，
因此对于新入场员工的培训至关
重要。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市所有工地新入场员工都需要
在正规基地进行安全培训， 获得
培训证后才能上岗。 北京市在全
国率先推广体验式安全培训用于
一线人员入场教育， 并鼓励应用
VR技术充实体验式培训的内容，
对提升一线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起到显著作用。

2017年， 市城乡建设规模继
续处于高位运行， 房屋建筑工程

累计施工面积近2亿平方米，建筑
工地近3000项， 在建轨道交通工
程13条线、68个标段， 在施里程
300余公里，还包括北京城市副中
心、大兴新机场、世园会等重点工
程，施工难度大，工期紧，工艺复
杂， 安全监管任务十分艰巨。 今
年前5个月， 本市建设系统共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5起， 死亡5人，
较去年同期的11起、 11人下降了
55%，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近日从交管部门获悉， 按照公
安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统一部
署， 北京市自6月20日起将在机
动车号牌管理上推出新的服务举
措， 车牌使用1年可 “终身 ” 不
换， 车主购车选号的范围也从10
选1扩大到20选1。

交管部门介绍， 新措施一是
扩大了机动车选号范围， 随机选
号由 “10选1” 扩大为 “20选1”，
更好保障群众选择权。 二是购买
二手车也可保留原车号牌， 旧车

转让或报废后， 原车主再行购买
新车或者二手车均可使用原号牌
号码， 也可以申请使用新的号牌
号码， 更好地促进二手车交易发
展。 三是放宽了使用原车号牌时
限， 将使用原机动车超过三年可
以保留该车号牌的要求， 调整为
使用一年后即可申请保留 ； 同
时， 将保留原号的申请时限由自
原车转让或报废后6个月内提出，
调整为6月20日前原车转移登记
或注销登记的仍按原规定在6个
月内提出申请， 6月20日后原车

转移登记或注销登记的可以在一
年内提出申请。

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市民， 首
先对需要重新启用原车号牌的，
市民要在办理机动车注册或转移
登记时主动提出申请， 车管部门
将按照新政策调整办理相关业
务。 其次， 市民在选取机动车号
牌时 ， 要认真阅读号牌选号说
明， 务必在规定时间内选取号牌
号码。 交管部门表示， 下一步将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 稳步推进
机动车号牌改革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记者
昨天从市住建委获悉， 自2016年
本市启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点
工作以来， 截至目前已完成安装
并投入使用电梯45部， 包括东城
和平里一区4号楼4单元、 海淀大
柳树5号院6单元以及丰台丰仪家
园10栋楼的43个单元。 另有23部
电梯正在施工，分别位于西城、海
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本市增
设电梯的情况看，主要有三种，一
是业主共同筹资。 由同一单元内
业主共同集资， 多按楼层高低以

不同比例出资， 楼层越高出资比
例越高。 二是单位或集体组织出
资模式。 如丰台区丰仪家园小区
和兆丰园小区，由村民共同决定，
村集体组织出资。三是租赁模式。

据了解， 在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试点工作中， 市住建委作为牵
头部门不断加大工作协调和推进
力度， 同时各区政府高度重视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 海淀区在
做好试点项目同时， 制定本区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方案， 年内计划
在有启动意向的30个小区，约400
个楼门实施。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已有45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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