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昔日小餐馆改造成今日的
菜市场， 以往的城中村拆违整
治为如今的停车场……海淀区
四季青镇西冉村在完成违建拆
除工作的同时， 建成了便民服
务点， 从源头上彻底阻断非法
经营的可能性。同时，为缓解村
民停车难问题， 西冉村利用拆
违腾退土地， 将已拆除的佟家
坟市场11200平方米违建、德顺
园小区东侧13800平方米违建，
建成两处便民停车场。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拆除私搭乱建
建起便民菜站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明天24时签约结束 未签约居民只能选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望坛棚改下月初开始第一次选房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本市

核心区内体量最大的棚改项目
望坛项目将于8月11日24时签
约结束 ， 目前住宅签约比例
97.48%。签约期结束后，区征收
办将陆续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
未签约居民只能选择货币补偿
或房屋产权调换。

据了解，被征收人选择货币
补偿的， 由评估公司对被征收
房屋进行评估， 区房屋征收办
将依据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结
果作出货币补偿的征收补偿决
定。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

换的， 区房屋征收办提供改建
地段的房屋用于产权调换 ，评
估公司将同时对被征收房屋和
产权调换房屋进行市场评估。

棚改过程中， 许多家庭都
因为各种原因影响签约，为此，
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临时党委
成立了 “棚改之家 ”，建立了法
律服务站、便民服务站、居民监
督站、政策咨询站、人民调解站
等五个服务站点。在“五站”中，
活跃着 “四支队伍 ”，即政策宣
讲队、 法律援助队、 志愿服务
队、人民调解员队。他们义务为

居民提供公证、 监护人指定等
服务；针对搬迁、家庭矛盾等产
生的心理问题为居民提供心理
辅导， 为有家庭矛盾的居民进
行调解。

此外， 对于已签约但未交
房的用户，在8月26日签约交房
关门日期前仍未交房， 将不能
出现在选房顺序名单上。

据了解， 望坛棚改项目将
从9月初开始第一次选房，可选
房源为回迁房源。 预计10月中
旬开始第二场选房， 届时可供
选择的包括所有外迁房源。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崇文
门 “三角地路口” 因地处繁华区
域， 周围又被同仁医院和北京火
车站包围，每天早高峰时段，南北
向通行的非机动车每分钟就约有
100辆。8日，东城公安交通支队前
门大队以崇文门路口为治理重
点，强力推进“一口两线”交通秩
序治理工作。

“一口两线 ”交通违法 ，不仅
影响路口通行秩序， 更是严重的
交通事故隐患。为此，本市交管部
门强力推进路口交通秩序整治，
重点针对斑马线、停止线“两线”

倡导停车不越线，礼让斑马线。
前门大队经排查后， 协同有

关部门对崇文门外大街的非机动
车道进行了加宽改造，由原来的2
米拓宽到5米，东南角路口非机动
车等候区域拓宽到8米，这样非机
动车的通行能力明显提升。“南向
北的早高峰时段， 过去等候排队
30米，40秒全部过街， 加宽后，20
秒就全部过街了。”前门大队副大
队长司建秋说。除此之外，前门大
队还在路口西北角设置了非机动
车临时车道、 非机动车右转车道
和机动车右转指示牌。

崇文门路口非机动车道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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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超）昨天，中
建一局集团负责履约的长安街上
的全球最大国际贸易中心建筑群
的最后一座建筑———国贸三期B
建成开业。至此，这个全球最大国
贸建筑群完美收官。

据了解，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是目前功能最齐全 、设备最先
进的国际贸易中心， 也是中国第

一个城市综合体建筑群， 包括一
期 （1985-1990年 ）、二期 （1996-
1999年）、三期A（2005-2010年）、
三期B（2013-2017年），总建筑面
积110万平方米。 其中， 三期A最
高，330米， 是已投入使用的北京
第一高楼；三期B是国贸的收官之
作，建筑高度296米，与国贸三期A
组成“国贸双璧”。

调集超50万元奶粉及食品物品第一时间开赴震区
本报讯 （记者 张晶）8月8日

21时19分，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
发生7.0级地震 ，地震灾情连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 也牵连着三元人
的心。21时30分三元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连
夜调集超过50万元的蓝标爱力优
奶粉及其他食品物品第一时间紧
急开赴震区。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国有大
型乳品企业， 三元食品第一时间
扛起了国企责任。 这家六十年的
老字号国有品牌 ， 反应速度惊
人， 地震发生后仅10余分钟， 就
通过电话与九寨沟相关政府部门

建立对接 ， 立即组织了捐赠小
组 ， 前往四川九寨沟 。 在8月8
日深夜， 第一批物资已经准备完
毕整装出发。

此次捐赠的物资主要是三元
蓝标爱力优婴幼儿配方乳粉， 此
款奶粉也已于近期顺利通过国家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
为了给予祖国下一代安全放心的
优质营养 ， 三元食品历时3年 ，
横跨6省市， 通过建立 “中国母
乳成分数据库”， 研发出了适合
中国宝宝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现
在， 这款凝聚着科技、 智慧和爱
心的三元蓝标爱力优婴幼儿配方

乳粉送达震区， 带给宝宝们科学
优质的营养补给。

据了解， 三元食品曾于2008
年汶川地震、 2014年玉树地震捐
助了千万物资。 同时， 也一直坚
持为在京的老红军战士终生无偿
提供鲜奶， 为各地福利院捐助婴
幼儿奶粉； 并积极落实国家精准
扶贫战略， 向贫困地区的儿童进
行精准健康扶贫 。 哪里需要帮
助， 哪里就有三元的爱心。

据悉， 快速响应之后， 三元
食品还将持续跟进此次四川九寨
沟地震震区情况， 用实际行动为
震区送去营养和关怀。

全球最大国贸建筑群完美收官

庆丰包子走出国门落地阿拉木图
本报讯（记者 孙妍）近日，京

城名吃庆丰包子铺阿拉木图店合
作签约仪式举行， 这是设立在哈
萨克斯坦的第一家庆丰包子铺门
店， 也标志着庆丰包子铺国际化
进程正式开启。

据了解， 庆丰包子铺首店开
在阿拉木图市博斯坦德克区，门
店面积约600多平方米。在售卖品
种上以包子、锅贴、饺子、馄饨等
为主， 口味上也根据当地民众口

味以牛羊肉为主。 新店计划在今
年10月中旬开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路政局房山
分局获悉， 房山区顾八路大修工
程首次使用道路全断面再生结
构， 也就是利用建筑垃圾和废旧
沥青，打造全再生道路。

顾八路起点位于顾册村 ，终
点至八十亩地， 沿途通过13个自
然村庄， 是沿线村庄居民出行的
重要道路。 本次大修段起点为顾

郑路路口，终点为大件路路口，全
长8.647公里。 其中k7+600至k8+
600段，长度1公里，首次使用道路
全断面再生结构。这1公里的道路
面层使用热再生沥青混凝土道路
面层， 底面层为乳化沥青冷再生
沥青混凝土， 基层为建筑垃圾再
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等环保材料。
全断面再生合理解决了废旧材料
的应用，减少了排放。 周世杰 摄

房山顾八路大修打造全再生道路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昨天，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 本市流感
病毒活动目前处于较低水平。

市疾控中心流感监测数据显
示，7月31日至8月6日，全市144家
二级以上医院流感样病例百分比
为1.29%，略高于2016年同期水平
的1.09%。同时，全市共采集、检测
呼吸道标本295件，流感病毒核酸
阳性率为8.14%，高于2016年同期

水平的0.53%，低于2015年同期水
平的11.46%。市疾控中心表示，和
我国北方地区流感活动高峰出现
在冬春季不同， 南方地区流感活
动存在冬春季和夏季两个高峰，
近期南方地区和香港特区正处于
夏季流感流行季。 由于本市目前
处于流感非流行季， 根据以往监
测资料显示， 近期在本市社区内
出现流感传播流行可能性较低。

本市流感病毒目前处于较低水平

本报讯（记者 边磊） “这家
旅馆12年了， 二层楼塞了200多
人 ，太不安全了 ！”家住在青年
湖社区上龙西里的居民张先生
说，“这次拆了， 总算让我们这
些常住居民安心了”。 昨天，东
城区和平里街道将上龙西里36
号楼执行拆除， 此次拆除违建
为二层小楼，共800平方米。

在现场指挥拆除工作的东
城城管和平里副队长李伟介
绍，“此次拆除地点的地下空间
涉及重要燃气管线， 因此拆除
工作由和平里街道、城管、工商
等部门与产权单位北京燃气公
司共同配合进行， 拆除后改造
成安全的平地， 从根本上杜绝

消防隐患。”
据了解， 和平里街道计划

拆除91处共5100余平方米违建，
目前已完成计划的90%。全部拆

除后，街道将通过恢复原貌、规
划绿地以及征求居民意见在小
区里安装休闲设施等方法 ，改
善城市环境。 于佳 摄

和平里拆除800m2占压燃气管线违建

三元食品星夜驰援九寨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