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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昨天，
由市政府外办与市教委联合举办
的 “2017北京友好城市汉语培训
班”举行开班仪式。来自11个国家
的17名友城官员和2名汉语教师
应邀来京参加培训。

2009年以来， 市政府外办同
市教委已连续八年共同举办友好
城市汉语培训班， 为增进我市与
各友城的人文交流、 提升中华文
化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
用。今年，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推动我市友好城市工作创新发

展， 市政府外办首次深度参与培
训班的活动设计， 此次培训班在
学习汉语之外还加入了 “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奥运文
化、城市规划、交通智能化管理、
科技创新、汽车产业、国际化社区
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一系列元
素， 向来华学员全面展示我市的
首都风范、古都风韵和时代风貌。

市政府外办负责人表示 ，该
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统筹
我市外事资源，把“友好城市汉语
培训班”的品牌项目做深、做实。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在
“互联网+” 时代 ， 各类更加隐
蔽的新型违法侵权行为不断出
现， 为商标保护工作带来挑战。
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尝试对互
联网领域侵权行为进行打击和规
范， 同时还为重点企业上门开展
“商标体检”， 提供切实有效的解
决方法。

昨天，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
在由国家工商总局、 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共同主办的中国
商标界“奥斯卡”———中国商标金

奖颁奖大会上， 共有18家单位及
个人获得了中国商标金奖。 其中
由市工商局推荐参加评选的 “北
京东道形象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
司”获得了“商标创新奖”，工商海
淀分局则获得了“商标保护奖”。

市工商海淀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将“海淀重点企业”“中关村
领军企业”“潜力企业” 作为开展
商标战略的主要对象， 为重点企
业上门开展商标体检。通过体检，
紫光、 汉王等一批企业的品牌意
识和商标战略获得了新的提升。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然） 今
年以来， 北京市司法局围绕市
委市政府部署开展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 各区司法
局相继成立16个区级法律服务
团 、 202个街乡镇法律服务队
以及756个疏解整治点法律服
务组， 形成了市区有团、 街乡
镇有队、 项目有组的四级法律
服务团队。

在核心 区 望 坛 棚 改 项 目
中， 东城区司法局设立综合服
务平台———“望坛棚改之家 ”，
调动律师、 公证、 人民调解三
支力量进驻项目部， 现场解答
咨询、 办理公证、 解决家庭矛
盾纠纷 。 截至目前 ， 已为571
个家庭调解了矛盾纠纷达成拆

迁安置协议， 占望坛棚改户数
的10.2%， 保障了整体项目顺利
推进； 围绕动物园万容天地综
合批发市场疏解， 西城区司法
局成立了综合法律服务团队 。
截至7月4日， 共制作调解协议
书1272份， 调解协议书全部被
区人民法院确认， 涉及金额12
亿余元， 疏解率达到了91.18%，
为创新服务重大项目疏解作出
了有益探索并积累了成功经
验 ； 围绕商住房清理专项行
动， 朝阳区垡头地区律师服务
团向街道办事处提出5000多字
意见建议， 提出法律依据和法
律建议各10余条， 有效疏解70
余户、 300余人。

针对疏解整治中产生的农

民工讨薪的群体性纠纷， 海淀
区法律援助中心开辟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 全程代理当事人起
诉 、审理 、执行 ，最后由法院将
执行款直接打入农民工个人银
行卡中， 为当事人提供最优最
便捷的法律援助， 避免了矛盾
激化， 为疏解整治中的群众权
益保护探索了一条新的途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昨天了解到， 北京市中心城区
目前最大的棚改项目望坛棚改
项目预签期于7月19日结束 ，7
月20日将进入正式签约期 。今
年11月， 拆迁腾空地块有望开
建5栋回迁楼。

望坛项目自4月11日起启
动预签约，截至7月17日预签约
第98天，住宅签约率达到94.5%，
签约户数5369户， 其中搬家交
房5105户。 正式房拆除6059间，
拆除面积11.3万平方米，未登记
房屋拆除11197.5间， 拆除面积
13.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 ，还有

312户未签约，主要原因为家庭
矛盾、对征收补偿政策不满意、
家庭人口多， 现有方案无法安
置、对房源不满意等。

针对以上问题， 望坛项目
现场执行总指挥陈卫兵介绍 ，
指挥部利用棚改之家平台为居
民调解家庭矛盾， 争取居民利
益最大化。根据家庭人口多，现
有方案无法安置的情况， 指挥
部开展绿色通道为居民提供直
配公租房，加快办理步骤，截至
目前， 已选出300套公租房。同
时，建设单位自筹部分房源，解
决多结构特殊困难家庭的住房

问题，租金低于市场月租金。
据了解， 在7月19日24时前

的预签期内，居民仍可获得项目
方案中规定的四项奖励费，包括
整体生效奖5万元、分指比例奖、
小组比例奖和签约速度奖。7月
20日起，将会有20天左右的签约
期，在此期间签约的居民，项目
将不再予以奖励。但在此期间内
签约且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被
征收人（含公房承租人）仍可申
请购买奖励房源。

签约期结束后，项目指挥部
将分批组织改建地段奖励房源
选房和外迁奖励房源选房。

本报讯 （记者 任洁）2017年
“热爱祖国 感受北京” 新疆和田
中小学生民族团结夏令营昨天在
北京市盲人学校开营。8天时间，
来自和田地区的76名中小学师生
将通过 “相聚北京”“自然探索 ”
“爱我中华”“科学探索”“民族一
家亲”等主题活动，近距离感受首
都的历史与魅力。

和田中小学生民族团结夏令
营由北京市对口支援合作工作领
导小组新疆和田指挥部、 北京市

教委主办，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
心、北京市盲校承办。夏令营已连
续成功举办六届， 累计组织1300
余名和田师生来京参加活动。主
办方将组织营员观看升旗仪式、
参观游览首都博物馆、 中国科技
馆、海洋馆、动物园、长城、故宫等
地。 为了增加北京与和田师生间
的交流和友谊， 主办方还将组织
他们与昌平二中的师生深度融合
交流、观看传统文化演出、体验非
遗及民族传统文化、拓展训练等。

望坛棚改项目20日进入正式签约期

法律服务助力“疏解整治促提升”

北京友好城市汉语培训班开班

76名新疆和田师生来京过夏令营

东城88个居家养老项目将辐射社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东城区民政局了解到， 区社
区服务中心完成了 《2017年辐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合同书》
签订备案工作 ，2017年辐射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启动。接下来，服务
商将按合同要求， 为该区老年人
提供助医、助行、助浴、助餐等88
个辐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据了解， 为保障项目顺利开
展，各街道分别制定了《辐射居家

项目监管工作方案》，对运营商的
服务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区
社区服务中心将以不定期抽查服
务记录、电话回访、明察暗访、专
家评审等方式对项目的实施进行
督查。 监管内容包括服务档案监
管、服务过程监管、服务评价监管
三项。其中，服务档案监管包括建
立服务对象台账、 服务对象基本
信息、服务内容记录表、服务应急
预案及服务对象评价表等。

工商上门为重点企业“体检”商标

市区有团 街乡镇有队 项目有组

地下空间变身
居民学习基地
近日， 朝阳区安贞裕民路

社区对清理后的地下室空间进
行改造， 开设了社区青少年阅
读基地 ， 免费对社区居民开
放。 青少年阅读基地面积1600
平方米， 藏书4万册， 不但有
儿童文学、 科技类图书， 还有
幼儿绘本。 此外， 这里还开办
了舞蹈、 英语、 绘画、 书法等
兴趣课堂， 赢得了居民的一致
好评。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拆迁腾空地块11月有望开建5栋回迁楼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 记者
昨天从密云区获悉， 截至上午8
时，密云水库水位已达143.19米，
蓄水量18.031亿立方米。 随着密
云水库蓄水量持续增加， 水位不
断上涨， 密云保水工作也将通过
“软硬”件相结合的方式，巩固了
良好的水环境， 使水质能够一直
保持国家地表水ＩＩ类标准。

“所谓软件，就是机制体制的
调整。”据密云区生态办主任宇兴

评介绍， 一方面密云区委全面加
强了对保水工作的统筹， 成立了
区委书记任政委、 区长任总指挥
的保水总队， 把密云水库管理处
和区委、 区政府十几个组成部门
的部分执法人员、工作人员，横向
统筹整合在了一起，由原来的“九
龙治水”，实现了“一龙治水”；纵
向统筹建立了三级保水队伍，即
“区级保水总队、 镇级保水大队、
村级保水中队”， 构建了区级统

筹、属地负责、部门联动的保水体
系，形成了主体清晰、权责明确、
上下联动、执法到位、运转高效的
水资源保护管理格局。 另一方面
是重心下移， 把执法权下沉到镇
村。“这一做法， 主要解决了一线
镇村保水队伍没有执法权的问
题。”宇兴评说，目前区级已下沉
55名执法人员到水库周边7个乡
镇长期开展工作， 执法人员与镇
级管护队伍共同行动， 行使相应

执法权，促进执法与管护相统一。
同时，壮大保水队伍，镇级组

建了381人的管护队伍。村级队伍
人员达678人，明年区镇村三级队
伍将达到1600人。“有了队伍，活
干起来就不难了。” 宇兴评介绍，
密云水库“硬件”管理将随着人员
到岗到位加以提升。在155米高程
处，环库建设398公里围网，明年
底将实现对水库的全封闭式管
理； 在148-155米高程范围内，构

建水生、湿生、陆生植物相结合的
生态保护带，拦截随降水、径流进
入水体的各种面源污染物， 切实
改善库区生态环境。

此外，密云区通过在155米高
程内实施退耕禁种， 全面清退地
上物、 关闭一级保护区内17家规
模养殖场和清洁治理上游小流域
等方式全面提升水库生态环境建
设，确保库区干净整洁，实现清水
下山，净水入库。

保水工作实现“软硬”件相结合

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18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