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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东城工商分局根据举报对天
雅珠宝市场开展商标侵权行为专
项执法检查， 现场查扣涉嫌侵犯
“LV”、 “CHANEL”、 “BURBER鄄
RY”等奢侈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
商品共计1373件 , 查处涉嫌销售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商户
1户，查封库存窝点2个。

天雅珠宝城作为长江以北珠
宝集散地， 云集了千家海内外珠

宝商， 也是海外游客来中国旅游
的购物首选地之一。然而，一些不
法商户利用该珠宝城客流量大，
尤其是外国游客较多的优势，将
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库
存地设置其中，并利用照片、微信
等方式招徕游客直接到其库房取
货， 或提供邮寄服务将侵权商品
直接邮寄给客户， 造成了恶劣的
社会影响。

昨天， 针对商户违法行为隐

蔽性强、警惕性高、开门经营时间
不固定、 只卖给熟人和外籍人士
的特点，东城工商分局周密部署、
兵分三路同时开展执法检查。 一
路便衣执法人员先行进入店铺附
近， 对店铺进行控制， 随后两路
执法人员及时跟进， 对经营场所
和库房开展检查。 经过对经营商
户的现场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该
商户涉嫌销售大量侵犯 “LV”
(路易威登 )、 “MICHAEL KO鄄

RS” （ 迈 克 · 科 尔 斯 ）、
“CHANEL” （ 香 奈 儿 ）、 “HER鄄
MES”（爱马仕）、“VALENTINO”
（华伦天奴）、“BURBERRY”（巴
宝莉）、“CHLOE”（克洛伊） 等注
册商标专用权产品钱包、双肩包、
手袋等多种商品， 同时对该经营
商户的储藏仓库进行了突击检
查。经清点，共发现有涉嫌侵权商
品1373件。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随行的商

标权利人对涉嫌侵权商品进行了
辨认， 证明涉嫌假冒的产品均非
商标权利人生产或许可生产的产
品。 执法人员当场扣押了上述侵
权商品，并对当事人立案调查，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东城工商分局根据举报对天
雅珠宝市场开展了商标侵权行为
专项执法检查打击力度， 确保市
场环境良好， 切实保护好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东城工商分局开展商标侵权行为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顺义区民政局了解到， 顺义
区启动2017年因病致贫家庭医疗
救助工作。 该区户籍人员在2016
年度内家庭支出医疗费用较高，
经过各类保险报销赔付和救助
后，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家
庭承受能力， 基本生活出现严重
困难的， 可申请因病致贫家庭医
疗救助。

据了解， 申请者可向户籍所
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
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
委托村（居）民委员会代为提交申
请。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在
上一自然年度内， 因罹患16种重
大疾病，支出医疗费用较高，在经
过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 以及商业保险报销赔付和各

种救助后，家庭实际负担部分，由
民政部门按照3万元 （含） 以下
40%、3万元以上至5万元（含）以下
50%、5万元以上60%的比例分段
给予医疗救助。 全年救助封顶线
为20万元。 对患16种重大疾病以
外疾病的 ，按照3万元 （含 ）以下
30%、3万元以上至5万元（含）以下
40%、5万元以上50%的比例，分段
给予救助。 全年救助封顶金额为
12万元。 同一自然年度内只能申
请一次。

顺义区因病致贫家庭医疗救
助政策， 是2016年依据全市因病
致贫家庭医疗救助政策， 结合该
区特色大病救助政策，创新、延伸
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 将因病致
贫家庭纳入到救助范围， 扩大重
大疾病病种达16种，提高10%救助
比例， 将12万元封顶金额提高到
20万元 。 2016年累计救助577人
次，发放救助金1010万元。

顺义启动因病致贫家庭医疗救助

本报讯（记者 盛丽）7月10日
起，北京公交集团在本市862条常
规公交线路中开展了“礼在公交、
让出文明 ”———公交车礼让斑马
线主题宣传活动， 执行各项安全
文明行车规范。

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年初
启动的“文明驾驶专项整治行动”
的延伸，此次活动以“礼在公交、
让出文明”为主题，立足公交集团
安全行车制度体系， 通过主题教
育、公益宣传、测速检查等形式，
督导公交司乘人员自觉遵守交通
法律法规和各项安全行车规定。

活动期间， 公交集团还将在
重点线路、 路段和站点上增派专
业稽查队伍，借助公交车辆“智能
辅助驾驶预警系统”和雷达测速、
GPS定位、车载视频监控、CAN总
线分析等信息管理工具， 强化对
线路驾驶员安全文明行车的监管
力度， 严格规范公交车辆路口通
行秩序。

据了解， 礼让斑马线主题宣
传活动期间， 市民对公交车辆安
全行车及文明行驶方面的意见建
议，可通过公交集团官方微博、微
信及客服热线96166进行反馈。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昨天，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
今年6月以及前半年疫情情况，今
年6月，北京市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2123例，比前一月上升66.64%，并
且未来北京市仍处于手足口病高
发季节。同时，7月下旬至8月上旬
全市蚊虫密度达到高峰， 市民要
做好防护。

市疾控 中 心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6月 ，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21种10922例， 死亡13例。 其中，
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上升
5.48% ，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13.
42%； 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

上升25.04%，比去年同期下降31.
70%。 丙类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
病种依次为：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手足口病和流行性腮腺炎 ，占
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7.78%。

数据显示， 6月北京市共报
告手足口病病例2123例， 比去年
同期5887例下降了63.94%， 比前
一月上升66.64%， 共发生聚集性
疫情95起， 涉及病例278人 。 今
年1至6月， 北京市共报告手足口
病病例4652例， 相比去年同期下
降55.77%， 重症11例， 比去年同
期下降了38.89%。

同时，夏季来临，气温升高以

及降雨频率与雨量增长， 有利于
蚊虫的孳生， 蚊虫密度将持续上
升。监测显示北京市每年4月底至
5月初越冬蚊开始复苏，蚊虫种群
数量开始增长，7月下旬至8月上
旬蚊虫密度将达到高峰。

天雅珠宝查出涉嫌假冒名牌商品1373件

本市6月手足口病较前月上升近67%

重大疾病病种为16种 全年救助封顶线20万元

专家教您“鉴宝”
昨天， 菜百公司将鉴宝专家请进总店 ， 为喜爱收藏的市民

讲解红宝石的知识和文化。 下一步， 菜百公司将分步骤举办探索宝石
乐园———矿标小能手， 红宝石VIP品鉴沙龙、 红宝石邂逅美妆等活动，
每周都会给市民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公交集团启动礼让斑马线宣传活动

达2016年电网历史最大负荷2082.8万千瓦的95%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受连日

来的高温影响， 北京电网负荷持
续攀升。7月11日12时38分， 北京
地区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971.1万
千瓦， 已达2016年电网历史最大
负荷2082.8万千瓦的95%。 目前，
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

近两日， 为确保电网安全和

百姓正常生活用电， 国网北京市
电力公司密切跟踪电网负荷走
势， 加强重点变电站和线路的
运 行 监 视 ， 缩 短 设 备 的 测 温
周 期 ， 发 现 过 热 缺 陷 及 时处
理。 针对负载较重的设备提前采
取方式调整措施， 在不影响供电
可靠性的情况下， 将部分用电负

荷通过联络线路倒至相邻负载较
轻的设备供电， 防止出现设备满
载或过载运行。

同时， 电力公司编制了专项
故障应急处置预案， 做好了相关
设备故障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如
果发生电力故障 ， 市民可拨打
95598供电服务热线进行报修。

本市电网昨天最大负荷达1971万千瓦

昨天， 东城龙潭街道联手
城管、 公安、 工商、 食药等部
门， 对光明桥西北角4处违建
进行了集中拆除 ， 拆除面积
400平方米 。 这些违 建 拆 除
后 ， 街道将对破损的道路进
行修缮 、 绿化 。 违建拆除完
毕后腾空的空地， 街道将征集
居民的意见， 统一规划建设便
民设施。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拆除违建
建便民设施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
昨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 位于
石景山路南侧的 “向阳花卉园
艺馆” 违法建设目前已经拆除
完毕， 未来这里将建设为一个
综合性城市公园。

目前， 区园林部门已经开

始对拆除后的土坑进行回填和
整理。 据了解， 被拆除的 “向
阳花卉园艺馆” 紧邻西五环鲁
谷桥， 占地约7000平方米， 建
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 在建设
中不仅侵占了国有土地， 而且
对原有首钢松林公园的自然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
据介绍， 下一步， 石景山

区将通过对场地内受损的基坑
进行生态化修复， 建立稳定的
环境生态系统， 未来这里将成
为以生态体验为特色的综合性
城市公园。

石景山拆违7000平方米将建城市公园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