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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期，
北京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据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预测 ，2017
年夏季， 若出现连续一周以上高
温高湿天气， 北京地区电网最大
负荷预计将达2400万千瓦， 同比
增幅约15.23%， 北京本地电厂最
大发电占比约28%， 联络线外受

电力占比约72%， 其中空调降温
负荷占比约52％。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昨天
发布消息， 从近期北京用电情况
来看，高峰负荷早于往年，呈现逐
步上升趋势，截至昨天13时，电网
最大负荷已达1880.3万千瓦 ，接
近2016年电网最大负荷2082.8万

千瓦，电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今夏用电高峰期间， 北京地

区局部电网依然存在设备过载、
重载运行问题， 且随着电力负荷
不断攀升。另外，夏季暴雨、雷电
等极端天气， 以及保护区内树线
矛盾、 施工作业等外部环境也将
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压力。

市城管委会同国网公司华北
分部、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等单
位全力以赴实施度夏备战。 国网
北 京 市 电 力 公 司 编 制 了 2000、
2200、2400万千瓦三个不同负荷
水平下的方式调整方案、 电网重
载部分有序用电方案及拉路限电
序位，并针对电网运行薄弱环节，

制定了差异化方式调整措施和应
急处置预案。

此前，164项迎峰度夏工程如
期完工。同时，国网北京市电力公
司优化部署了326支应急抢修队
伍 、5000余名应急抢修人员 、465
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 调配发电
车40台、发电机249台。

高峰负荷早于往年 呈逐步上升趋势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海淀区策划推出了区情教育丛书
系列。 第一批推出的是海淀区著
名园林研究专家、史地研究专家、
红学家樊志斌撰写的 《三山五园
研究 》《海淀文史考论 》《红学十
论》《曹学十论》，四套图书总篇幅
超过100万字，对海淀区的“三山
五园” 海淀皇家园林体系相关的
历史、文化、风俗以及曹雪芹《红
楼梦》 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和研究。
近几年， 海淀区一直致力于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文脉梳理以
及相关研究工作。 联合清华、 北
大及民间书院、 智库， 对文化带
的文脉资源进行全面深入持续研
究， 成立三山五园研究院， 建成
三山五园文献馆、 三山五园数字
体验中心， 出版了 《清代三山五
园史事编年》、 《三山五园传说》
系列书籍。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海涛） 记者昨天获悉， 西城区
发布新一轮就业政策， 其中用人
单位招用西城户籍应届高校毕业
生， 可按照每人每年5000元标准
申请享受岗位补贴。 用人单位招
用就业困难人员及西城户籍退役
士兵、 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
人员、 本市分流职工， 可按照每
人每年8000元标准申请享受岗位
补贴。

记者了解到， 与西城区之前
的就业政策相比， 此次发布的新
一轮促进就业政策， 围绕稳定就
业、扶持创业、职业技能培训、辖
区劳动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均提出
了新举措， 尤其是扩大了享受政
策人群，将年度高校毕业生、退役
士兵、企业分流职工、公益性组织
安置人员等四类群体纳入岗位补

贴范围， 而且较大幅度地提高了
岗位补贴标准。

“根据招用群体不同，岗位补
贴由每人每年3000元 、5000元提
高至5000元、8000元。” 西城区人
力社保局就业促进科负责人介
绍， 此次调整还较大幅度提高了
就业困难人员、 其他登记失业人
员的就业奖励标准， 分别由一次
性奖励2000元 、3000元提高至每
年奖励5000元 、8000元 。 除此之
外，部分政策措施还具有“双向、
可叠加”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符
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招用本区登记
失业人员， 双方可以同时享受岗
位补贴及就业奖励； 用人单位既
可以享受市级岗位补贴， 还可以
享受区级岗位补贴， 两级政策可
以叠加享受，最大限度享受福利。

此次新发布的政策中， 还新

增了7项内容。其中，用人单位在
服务性岗位招用失业人员可申请
每年1万元岗位补贴，登记失业人
员在服务性岗位就业可申请1万
元就业奖励， 用人单位在服务性
岗位聘用低龄退休人员可申请
5000元岗位补贴。同时，低龄退休
人员在服务性岗位劳动可申请
5000元劳务补助。

在创业方面， 西城户籍的登
记失业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高校毕业生等，自主、合伙创办小
企业， 贷款20万元以内可享受全
额贴息。 帮扶重点群体创业的服
务平台可享受每人3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 在创业服务平台成功创
业的重点群体，可享受每年2万元
的房租（工位）补贴。正在享受创
业扶持政策的个体工商户实现产
业升级的，可享受3万元的补贴。

本报讯（记者 唐诗）近日，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揭牌成立过敏
性疾病检测中心，为过敏性疾病
临床诊治提供精准的检验支持。

据悉， 该中心由检验科、 呼
吸内科、 皮肤科、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 儿科等多学科联合运作。
中心引进了国际指南认可的化学

发光酶免疫检测技术， 可实现定
量检测。

同时， 过敏性疾病检测中心
还联合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医师
组成义诊专家团， 面向市民开展
了多学科义诊活动，从病因诊断、
病程发展、检测方法、多种治疗手
段等多方面为患者答疑解惑。

海淀发布区情教育系列图书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7月10
日起， 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由原办公地址东城区东四十三条
53号搬迁至新址东城区永定门外
东滨河路17号。 记者从东城区民
政局了解到， 新址依旧包括原婚
登处办理的各项业务， 在此基础
上， 颁证大厅还开设了亲属观礼

台等多个场所， 给前来办理业务
的新人提供了多项便捷。

据了解 ， 东城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新址坐落在玉蜓桥西
北角玉蜓公园内， 办公时间为
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11点30分，
下午为13点30分至17点。 周六只
提供预约登记服务。

清华长庚医院成立过敏性疾病检测中心

招用西城大学生单位可享每人5000元补贴
西城发布促就业新政 四类群体纳入岗位补贴范围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日，
由团市委、 市外事办等单位共同
主办，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
车研究院赞助的“未来领袖 青春
使者”———探寻文化传承与创新
发展国际青年夏令营活动正式启
动。从北京各高校选拔出来、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的82名中外青年
将奔赴山西、浙江、安徽三地，探
寻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本次夏令营将带领营员们在

为期10天的行程中走进平遥古
城、乌镇等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 参观科技园等探索创新发
展前沿， 并与当地青年开展互动
交流，共同参与课题研究、团队建
设等活动，搭建友谊桥梁。

夏令营结束后， 营员将分别
围绕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及保护
成果”“科技进步与创新共享 ”主
题方向进行专题汇报，以视频、照
片、文字等形式呈现实践成果。

82名中外青年赴三地探寻文化传承

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迁址

二中院为160余集资诈骗受害者追还案款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然 ）昨天

上午， 北京市二中院在穷尽执行
措施， 最大限度挽回一起集资诈
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受害者
损失后，向160余名受害者发放了
追回的178万余元执行款。

2011年5月至2013年6月间 ，
王文胜等人在北京市东城区以北
京德泉艺藏文化有限公司为平
台，通过电话、短信等途径向社会
公开宣传，以销售邮票、纪念币为
名，承诺到期加价回购骗取160余
人钱款1300余万元。但案发后，只
有少部分钱款被追缴。2015年，市
二中院分别以集资诈骗罪、 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王文胜等

七人一年二个月至十五年不等有
期徒刑， 并处二万至五十万元罚
金， 责令七人退赔被害人违法所
得等。

案件判决生效后， 二中院立
即启动立案执行程序， 案件执行
法官依照刑事判决， 先后多次赴
山东青岛、 烟台等地查找被执行
人账户和其他财产，最终查找、扣
划178万余元。经再三核查，均未
能再查找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

执行同时， 该院注重对执行
程序的启动、进展、结果等环节及
时向当事人公开， 案件执行法官
积极与被害人进行联络沟通，及

时将执行工作开展及财产查找情
况向他们进行充分说明， 并告知
法院仍在进一步查找财产线索，
最大限度为他们挽回损失。

案款发还现场 ，10余名法院
执行人员依次向160余受害人发
还了案款，并一一进行安抚解释。

近日，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百亩向日葵进入盛花期， 引来大批
游客赏景驻足。 据悉， 作为北京城区最大面积的葵花海， 本届葵花展
共引进种植了24个观赏向日葵品种， 除了常见的 “油葵”， 游客还可
以近距离观赏到23个稀有向日葵品种。 本报记者 孙姸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市公安局获悉，近日，京津
冀警方在北京召开首次执法办案
协作联席会议， 三地公安机关法
制、刑侦、经侦、治安、禁毒等部门
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
冀公安机关法制部门 《关于建立
执法办案协作联席会议机制的意
见》以及《京津冀跨区域办案协作
框架协议》，并举行了签字仪式。

据了解， 本次两个文件的签
署固化了“一个平台，两项机制”，

在三地公安机关间搭建了 “执法
办案协作联席会议平台”，并借助
此平台建立完善“长效联络机制”
和“跨区域打击犯罪协作机制”。

今后， 三地公安机关各办案
单位将在法制部门牵动下， 以执
法办案联席会议为载体， 对执法
办案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
题进行及时沟通， 打破 “个案协
作”“个体协作”的办案定式，通过
分层级、网格化的联络系统，进行
便捷有效对接。

三地警务执法协作固化形成长效机制

最大“葵花海”
进入盛花期

今夏本市电网最大负荷或增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