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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闵丹） 8月4
日， 2017年北京优秀创业项目遴
选结束。 北京市共评选出19个优
秀创业项目， 这些项目共获得政
府发放的创业扶持资金200万元。
为迎接冬奥会召开， 此次遴选还
对冰雪产业项目适当加分， 引导
创业者抓住北京市加快冰雪运动
发展的契机， 为2022年冬奥会发
现并培育更多冰雪产业。

2017年北京优秀创业项目遴
选历时5个多月。 160余个创业项
目经申报、 资格初审、 专家评审
和公示四个阶段。 最终， 跨平台
视频浓缩检索诊断和监控网络智
能分析系统 、 5G物联网芯片解

决方案、 用于高通量测序基因捕
获试剂盒等19个优秀创业项目脱
颖而出， 共获得政府发放的创业
扶持资金200万元。 除扶持资金
外 ， 这些项目还将获得项目宣
传、 创业辅导、 融资推荐、 政策
咨询等跟踪服务。

2014年起， 北京市人力社保
局已连续四年组织开展优秀创业
项目遴选工作， 共评选出北京市
优秀创业项目83个。 这些项目来
自电子信息、 现代服务业、 新能
源、 移动互联网、 生物医药、 文
化创意、 智能硬件等领域， 累计
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 其中项
目申报人年龄最小的仅有22岁。

市人社局对这些遴选出的优秀创
业项目给予了630万元扶持资金，
用于项目市场推广、 技术研发和
人员培训， 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知
名度 、 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员素
质，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此外， 市人社局还对遴选出
的优秀创业项目给予全方位的后
续跟踪服务， 组织专场人才招聘
活动、 开展创业辅导讲座、 进行
创业融资指导、 举办优秀创业项
目展示， 进一步扩大项目的知名
度。 今年将加大扶持力度， 持续
跟踪 、 了解优秀项目的发展情
况， 并开展创业扶持和创业指导
服务。

冰雪产业项目获适当加分
我市19个创业项目获扶持金200万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总建
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 全球最大
的蜂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将于今年
10月份在河北省廊坊市竣工。

记者昨天从建设单位北京市
政路桥市政集团三处了解到， 廊
坊百花蜂产品有限公司蜂产品加
工房建项目一期工程是京津冀一
体化、 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项目之
一。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

大的及国内最先进的蜂产品加工
生产基地， 年生产加工蜂蜜2万
吨左右， 年产值3亿元左右， 实
现年创税收3000万元左右， 给当
地200人左右带来就业。 �

项目一期工程内容包括联合
厂房、 车间、 行政办公楼、 生活
服务楼及相关附属设施建设， 总
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 工期381
天， 预计今年10月份竣工。

本报讯（记者 马超） 8月5日，
诚信村甜桃王擂台赛在平谷区刘
家店镇松棚村委会举行。 本次活
动的主题是 “赛桃王 亮家训 颂
村规 助发展”。活动期间，该村诚
信联盟的50户村民登台打擂，比
拼蟠桃、 白桃、 油桃三个类别的
“甜桃王”， 全村71户村民参加书
家训、讲家训、亮家训活动，同时
开展四代村民颂村规和诚信之星
宣讲团百姓宣讲活动。

松棚村现有100户 、380多口

人，是果品生产专业村，有桃树面
积600亩，年产500万斤。该村开展
“诚信村 厚德果 幸福人” 创建活
动 ，2014年获得区文明村称号 ，
2015年评选“诚信之星”1名，2016
年评选“诚信之星”3名，并以诚信
之星为核心，成立了诚信互助组，
由11户果农组成 。2017年组建诚
信联盟，有51户果农参加。2017年
取得农业部“果品无公害”认证，
被镇政府授予“诚信村”称号，并
在刘家店镇蟠桃会上进行表彰。

平谷诚信村甜桃王擂台赛上传家训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8月
4日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组成专项检查组， 重点对2016
年电耗超限额20%、 单体建筑面
积两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建设
点布控， 以夏季室内温度不低于
26℃为标准， 开展持续一周的突
击抽检。

4日上午，一组执法人员先后
来到朝阳东三环附近的大型酒店
和购物广场， 检查中央空调的使
用情况。 由于这两个公建体量庞
大，每层经营餐饮、住宿、购物、娱
乐等不同项目， 各部位的温度也

会不同，所以要取一个平均值，来
判断是否低于26℃。 检测人员选
择在不同的楼层、 朝向和功能区
的公共区域， 设置多个检测点采
集温、湿度数据，平均后得到建筑
的“体温”结果。

除了现场实时检测温度， 执
法人员还对中央空调系统运行记
录、 管理制度、 人员持证上岗、
温度测量设备等情况做了全面检
查。 检查发现不达标的， 执法人
员将责令建筑运行管理单位或使
用人限期改正 ， 复查仍不达标
的， 还要进行处罚。

目 前 ， 本 市 已 将 9610栋 、
1.27亿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纳入了
电耗限额管理体系， 定期对考核
优秀的建筑和超限额建筑公开通
报， 督促用电量超出限额20%以
上的公共建筑， 实施能源审计和
节能改造。

自2013年开展电耗限额管理
以来， 全市公共建筑共节约用电
量4.7亿度 ， 相当于20万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量。 下一步， 北京将
逐步把供热和燃气能耗纳入公共
建筑限额管理， 提升建筑运行精
细化管理水平。

室温不得低于26℃

东城“为老志愿服务项目发布系统”上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8月4

日，东城区民政局、老龄办通过专
业公司研发的 “为老志愿服务项
目发布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建
立了“项目发布、登记注册、项目
认领、服务管理、服务记录、时间
储蓄 、回馈激励 ”一套 “互联网+
志愿服务”运营模式，实现了从项
目发布、 项目响应到志愿服务时
数回馈的全流程贯通。

据了解， 这套系统内容设置
紧贴驿站服务项目，“助餐”、“文
化娱乐 ”、“精神慰藉 ”、“健康指
导” 等项目内容与驿站服务功能
高度契合。系统操作简便，各社区
服务驿站管理人员依据老年人服

务需求， 在电脑终端按项目发布
信息， 志愿者只需要一部智能手
机， 即可响应并可查阅自己的服
务时间、进行服务兑换。

该系统与志愿北京数据库关
联，志愿者的服务时间真实性、准
确性得到有效保质。 系统采用时
间币兑换的方式， 根据志愿者服
务记录的时长， 系统自动兑换成
相应的时间币， 志愿者可使用自
己的时间币在系统内兑换所需的
服务或实物， 实现对志愿者的回
馈， 系统会自动扣除相应的时间
币，志愿者服务时间不会减少。

该系统的后台由东城区区 、
街、社区三级分级管控，各级管理

员通过网页端登陆后台， 对辖区
志愿者、 辖区服务商、 辖区激励
回馈、 辖区志愿活动进行便捷管
理。 区民政局副调研员张景辉介
绍， 这套系统目前在东四、 朝阳
门、 东直门三个街道中试点， 今
年10月将覆盖整个东城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8月10日
首车起， 本市11条公交线路将进
行优化调整。其中，新开线路1条、
调整线路7条、撤销线路2条、调整
营业时间线路1条。

其中， 新开专65路首末站为
二七厂和地铁张郭庄站， 节假日
停驶。 调整565路，首末站为地铁
园博园站和云岗。 调整339路，首
末站为王佐和长椿街路口西。 调
整专17路， 首末站为晓月苑公交
场站和郭庄子公交场站。调整329
路， 首末站为晓月苑公交场站和
李家峪北。 调整606路，首末站为
地铁霍营站南和大钟寺。调整643
路， 首末站为地铁天通苑北站和

朝凤庵村。调整801路并变更路号
为T101路，首末站为柴厂屯和地
铁九棵树站。

将撤销609路、662路。96路调
整后营业时间， 晓月苑公交场站
5:30-9:30、15:30-19:30， 北京西
站6:15-10:15、16:15-20:15，节假
日停驶。此外，847路双向在“小店
路口”与“北马房”之间增设“郁金
香花园” 站。945路双向在 “松兰
堡”与“地铁沙河站”之间增设“松
兰堡西站”，“国兴电子”与“路庄”
之间增设“北沙河中路南口”站。
专98路在“地铁慈寿寺站”与“地
铁海淀五路居站”之间增设“恩济
里小区北”站。

市住建委为大型公建“测体温”

10月底将覆盖全区

秋膘提前贴
商家备“硬菜”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近日从北京铁路局获悉， 北京铁
路局已增开去往哈尔滨、 石家庄
方向旅客列车。

据介绍， 北京—哈尔滨西已
增开D4603次列车，分别设在8月
11、 12、 13、 18、 19、 20、 25、
26、 27日。 列车于北京站10时28
分始发， 在当日18时55分终到哈
尔滨西站。中途在绥中北站、葫芦
岛北站、锦州南站、盘锦北站、台
安站、沈阳北站、四平东站、长春
西站、德惠西站停站。北京—石家
庄也已增开K5201和K5202次列

车 ， 分别设在8月12、13、19、20、
26、27日。K5201次列车于北京站6
时16分始发， 在当日11时51分终
到石家庄站。中途在涿州站、高碑
店站、保定站、定州站停站；K5202
次于石家庄站13时16分始发，在
当日16时48分终到北京站。 中途
在定州站、保定站停站。

铁路部门提醒有计划出行需
求的旅客， 可通过登陆中国铁路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网 站 ———www.
12306.cn、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
处或拨打北京铁路局订票电话
“95105105”购买车票。

北京增开至哈尔滨石家庄方向列车

10日起11条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今天立秋 ， 家家户户讲究
“贴秋膘”。 京城老字号根据夏尽
秋至的时令特点， 纷纷推出 “硬
菜”。 据致美斋经理陈富强介绍，
从周末开始呼朋唤友或举家前来
“贴秋膘” 的顾客络绎不绝， 四
吃鱼、 脱骨鸭、 鸡米锁双龙、 九
转大肠、 葱烧海参、 水爆羊肚等
“硬菜” 的销量比平日增加了五
成 。 此外 ， 同春园推出了 68元
“春园秋肘” 立秋套餐， 烤肉宛、
烤肉季也提前进入 “立秋时刻”，
从上周末开始加量供应烤肉， 供
应量超过往年。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世界最大蜂产品加工基地落户廊坊

搬家公司价格陷阱成7月投诉热点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北京市工商局公布7月消费者投
诉分析公示， 消费者投诉搬家公
司价格“陷阱”成为7月消费热点。

消费者陈女士向12315中心
反映，前不久准备搬家，上网搜索
了几家公司，比较了服务、价格等
因素后从中挑选了一家接受搬家
服务。 结果搬家后该公司竟然漫
天要价， 比事前约定的服务价格
高出三千元。 陈女士说当时选择
搬家公司时， 这家公司在某搜索
引擎网站搜索结果排名首位，没
想到遭遇如此结果。 而由于当时
陈女士未与搬家公司签订合同，
无法提供消费凭证，致使12315中

心无法受理投诉。
为了避免消费者遇到搬家

“陷阱”，工商部门为消费者支招，
一是挑选搬家公司时不要贪图价
格便宜，选择低于市场价的公司。
建议先通过市企业信用网核实企
业注册信息对公司的经营状况、
守信情况进行确认； 二是切记要
与搬家公司签订合同。 特别是要
对合同中收费标准、 违约责任进
行细化， 而不要简单口头约定。
三是搬家时做好监督工作。 搬运
前双方对物品进行检查， 确认物
品状况。 搬运过程中建议消费者
全程陪同， 以免因物品丢失、 损
坏而无法分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