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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诗）昨天，北
京市卫生监督所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快捷酒店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工作。其中，在154家快捷酒店的
公共用品用具消毒效果检查中，
有149家合格，合格率为96.75%。

据悉 ， 全市共有快捷酒店
1052家， 其中大部分采用棉织外
送清洗， 采用棉织自行清洗的有
41家，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检查棉
织品外送清洗是否做好送洗与接
收记录，以及预防控制鼠、蚊、蝇、

蟑螂和其他病媒微生物的设施设
备、 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情
况等。截至目前，共检查了691户
快捷酒店，其中合格633户，合格
率为91.61%， 比2016的88.35%提
高了3.26%。同时，对154家快捷酒
店的公共用品用具消毒效果进行
了抽检，其中149家合格，合格率
为96.75%。

据了解， 市卫生监督所对46
家单位做出了行政处罚， 其中罚
款35家， 拟罚款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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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加大上路排放超标车辆处罚力度

本市提前完成30万辆老旧车淘汰任务

本报讯（记者 任洁）“国酒茅
台 国之栋梁”——— 2017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大型公益助学活动昨天
举行北京地区助学金发放仪式，
来自房山 、大兴 、昌平 、平谷 、怀
柔、密云、延庆等7个郊区的受助
学生代表领取了5000元助学金。

2017年， 贵州茅台酒厂 （集
团）实施三年公益计划，继续向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亿元，
为全国2万名考入大学的农村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每人
5000元的助学金， 帮助他们解决

从家门到校门的经济困难， 其中
北京市共有7个郊区的100名贫困
学生获得资助。

未来三年， 茅台集团将每年
捐赠1亿元， 在全国范围内资助6
万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改变6万
个家庭因学致贫的状况； 集团各
子公司、经销商、合作单位3年共
提供3000个实习岗位， 并支持有
意愿的茅台学子进行微创业；拟
每年推荐100名优秀学子到集团
子公司、经销商、专卖店及其他合
作单位就业，3年共300个名额。

全市快捷酒店卫生检查合格率91.61%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今年
以来， 本市以重型柴油车整治、
新车排放监管、 老旧车淘汰等为
重点， 全力强化移动污染源监管
执法工作。 昨天， 北京市环保局
通报， 1至7月， 全市共检查各类
车辆968.5万辆次 ， 查处违规车
8897辆， 处罚金额462万元 。 提
前完成了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车
30万辆的年度任务。 年底前， 将
加大对上路排放超标车辆的处罚
力度， 以进京口、 物流园区等货

物集散地为重点， 继续加强对货
运车达标执法检查。

据介绍，今年在各进京口，市
环保部门集中调控力量， 依托相
关区的综合检查站对外埠重型柴
油车开展24小时执法检查。 并开
展3个跨区执法试点，实施“异地
查、属地罚”，高压震慑外埠重柴
货运车违规上路行为。 在全市大
气执法、春季专项执法、百日环境
专项执法等集中专项执法期间，
环保部门根据各区特点，以“突出

重点、属地管理”为原则，实施“一
区一策”的监管方案，通过进京检
查、路检夜查、遥测筛查、入户检
查等方式，强化重型柴油车监管。

截至7月底，市区两级共现场
检查检测场3946场次， 现场监督
检测车辆约22.9万辆次， 处罚违
规检测场6场次， 处罚金额68万
元。 针对个别检测场存在篡改额
定功率使超标车通过检测的违法
行为， 要求各检测场依据公安网
信息确定功率值、 经驻场环保员

确认后上线检测， 并及时升级检
测软件，发现功率异常，自动停止
检测。

今年2月，本市实施了国Ⅰ国
Ⅱ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五环路
（不含） 以内道路工作日限行政
策，并配套实施了《北京市促进高
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
对提前淘汰国 I国Ⅱ排放标准轻
型汽油车车主给予财政补贴。1－7
月， 本市共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
车30万辆， 提前完成了全年淘汰

任务， 并为10.3万车主发放了政
府补助。经核算，淘汰30万辆高排
放老旧车 ， 可年减少氮氧化物
3679吨，碳氢化合物4811吨，促进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此外， 全市加大力度开展油
气检查抽测工作，采取定期检查、
随机抽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工
作方式， 对储油设施油气回收装
置各关键点进行重点检查， 强化
企业自保体系建设， 确保油气回
收设施正常运行。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昨
天， 首都核心区体量最大的棚
改项目望坛棚户区改造开始
选回迁房。 根据望坛棚户区改
造项目征收现场总指挥部的工
作安排， 9月4日至25日将组织
符合住宅改建地 段 奖 励 房 源
选 房 资 格 的 居 民 参 加选房 ，
并且签署补充协议， 预计五年
之后这些居民们将回迁， 享受
平房变楼房、 配套措施齐全的
便利生活。

选房分为七个区域， 在大
门凭选房通知单入场后， 先后
进行等候、 资格审查、 预选区
选房、 确认区核对、 确选区签
约、 样板大厅签补充协议、 社
区服务等7个流程 。 现场还有
律师坐镇， 负责政策疑问现场
咨询； 有回迁改外迁意愿的居
民也可现场办理变更手续。

据了解， 此次望坛棚改项
目选择回迁的居民达到总户数
的77%， 在选择回迁的居民中
有4281户具备参加此次集中选
房的资格。 10月份， 总指挥部
还将组织符合住宅外迁奖励房

源选房资格的居民参加选房及
签署补充协议工作。 届时总指
挥部将根据被征收人选房结果
核算房款， 同时对征收补偿款
进行核算， 并签订征收补偿补
充协议。 于佳 摄

望坛4281户棚改回迁居民昨起选房

清河街道整治61家“小散乱污”企业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

海淀清河街道组织地区城管监
察分队、 派出所、 工商所、 安
监等多个部门对朱房村沿街61
家小散乱污门店和企业进行综
合整治。

朱房路紧邻G7城区出入
口，可谓是清河街道的“门面”，
改造提升街面环境， 有利于打
造进入清河街道的 “第一印
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
员正在对一家小超市的开墙打
洞进行封堵。 “2011年修建朱房
路以后， 一些邻街的居民私开
门洞，租出去用作商业经营。 ”
清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董三福

说，“小散乱污” 门店以及企业
不仅造成该区域环境脏乱差 ，
由于部分商户以及前来就餐 、
购物的消费者乱停车， 造成这
条道路经常发生拥堵。

据了解 ， 自 8月 23日起 ，
清河街道联合东升镇组织地区
城管、 食药、 派出所等对朱房
路南侧进行综合整治。 目前已
拆除违法建设1125平方米， 封
堵私开门洞87个， 取缔小散乱
污企业61家。 据悉， 清河街道
近期还将对朱房路北侧进行整
治， 并计划利用拆除后的空地
建停车场， 缓解该地区停车难
问题。 白莹 摄

本市三部门联手检查校园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唐诗）昨天，北
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市教
委、 市卫计委对部分小学食堂和
周边商铺以及部分集体配餐单位
进行检查。市食药监局表示，最快
10月 ，“北京阳光餐饮 ”App将上
线。 到年底前， 本市所有中央厨
房、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将可以在
该App上直接看到后厨。

据悉， 目前北京市有学校食
堂2518家，包括自营2284家，对外

承包234家。其中，采用外送餐的
学校551家， 不提供午餐的学校
370家。在全市餐饮量化分级评定
中，定为“优秀”等级的学校食堂
2012家 ，优秀率达80.0%。秋季正
值全市各级学校开学之际， 市教
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卫计委
三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2017
年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的通知》，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秋季开学阶段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专项检查，以排查、整治校
园及周边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据了解， 专项检查范围包括
全市各级各类高校、 中小学、 幼
儿园食堂和为中小学供餐的集体
用餐配送企业 ， 以及校园周边
200米范围内的食品、 餐饮经营
单位。 同时， 市食药监局餐饮处
处长段志永表示， 目前 “北京阳
光餐饮” App正在招标中， 最快
将在10月上线。 本市百名贫困郊区大学新生获资助

学知桥排水管线抢修提前10天完成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 学
知桥排水管线应急工程已于3日
全线通水 。 至此 ， 经过 40天 昼
夜 奋 战 ， 学 知 桥 排 水 管 线 抢
修 任 务 较 市 政 府 限 定 的 50天
提 前 10天 完 成 。 接 下 来 ， 排
水 集 团 将 24小 时 不 间 断 的 注
入 清 澈 的 再生水 ， 清洗河道 、
消除异味， 恢复西土城沟水清岸
绿景美。 路政部门将对路面进行
铺油， 恢复交通。

7月20日，学知桥污水干线塌
陷引发道路空洞， 排水集团第一
时间及时发现并立即上报， 市政
府随即成立应急指挥部， 组织多

方力量积极进行抢险。 在海淀区
委区政府、各委办局的支持下，排
水集团用充足可靠的能力和强烈
的责任担当， 调配精兵强将昼夜
抢修。工程抢修期间，排水集团及
时发布抢修消息， 与市民和媒体
加强沟通互动。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 记者
昨日从市规划国土委获悉， 北京
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系统9月4
日起将在全市各区陆续上线运
行， 3类单件业务 （新建房屋买
卖、 存量房屋买卖、 抵押权首次
登记） 和2类批量业务 （新建房
屋买卖、 抵押权首次登记） 可网
上预约。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继续沿用原有网上预约
系统， 暂不纳入本次推广范围。
公众、 机构可登陆北京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
（ http://www.bjgtj.gov.cn） 首 页
或各区国土分局门户网站首页，
点击 “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
约系统” 图标进入预约系统。 预
约系统面向个人用户 （自行成
交）、 机构用户提供预约服务。

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系统上线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