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婧）近日，北
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重
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分别诉北
京小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三起环境污染
责任纠纷的公益诉讼案件。

据悉，被告小度科技、拉扎斯
科技及三快科技分别是外卖订餐
平台 “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
外卖”的主体公司。原告重庆市绿
色志愿者联合会认为被告外卖订
餐平台上存在经营模式缺陷，未
向用户提供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的选项， 致使用户在直接点餐的

情况下系统会默认为其配送一次
性餐具，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和极大的生态破坏。

四中院经审查认为， 原告所
诉符合登记立案条件。 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饿了么”等三平台被环保组织起诉

本报讯（记者 任洁）昨天，北
京市妇联举办女性·家庭·社会大
讲堂，聚焦职场女性生育权益，邀
请几位嘉宾共同探讨当代女性如
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取得平衡。

当天，君紫资本创始人、全国
三八红旗手秦君， 北京协和医院
妇产科副教授马良坤， 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沈建峰等
嘉宾深度对话。 秦君从管理者的
角度畅谈了企业看能力和贡献用
人的原则， 引导职场女性树立正
确积极的竞争心态。44岁生育二

孩的马良坤教授分享了她在妇产
科专家和二孩妈妈两种身份间自
如切换， 取得事业和家庭平衡的
技巧。沈建峰院长从产假、待遇、
福利、职场歧视、劳动合同等多个
方面解读了相关法律法规， 让女
性对自身的职场权益有了更明晰
的认知。

市妇联副主席赵海英表示 ，
此次大讲堂聚焦职场女性生育二
孩问题， 旨在帮助职场女性打消
“生育和事业是两难选择” 顾虑，
倡导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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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昨天，
“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在中
华世纪坛举办。 活动现场设置了
“慈善与扶贫”“慈善与助残”“慈
善与助老”“慈善与教育” 等多个
主题展区，京津冀三地125家慈善
组织通过图片展、 互动体验等方
式进行集中展示。

现场互动体验区设置了有关
渐冻人、成年心智障碍者、听障儿
童等的互动项目。 为促进行业交

流和发展， 活动期间还将围绕慈
善信托、公益创投、社区养老、可
持续发展目标等公益创新焦点和
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系列高端论坛
和发布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场外“慈善开
放日”活动更加丰富，三地近120
家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的办公场
所和项目体验点面向公众开放，
市民可通过慈善地图的指引，“零
距离”接触和体验慈善项目。

本报讯（记者 白莹） 昨天，
海淀街道依据“属地管理”原则
牵头组织， 海淀城管执法监察
局、公安、工商、交通、食药等相
关部门积极参与， 集中开展稻
香园 20号楼周边环境综合整
治。 共拆除5处违法建设共640
平方米 ，腾退4户 ，清理堆物堆
料40吨。

稻香园20号楼所处位置在
海淀区海淀街道万泉河路 56
号，是海淀置业的商业用房，长
期以来用作出租经营， 目前该
楼一层有电脑、 打印机电商以
及桶装水、小红帽快运等商户。
此前一层商户依托楼东侧的围
墙盖了4间违法建设 ， 当作库
房， 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和扰

民问题。街道曾经在7月拆除了4
处违法建设， 但是这些商户仍
然在围墙里面搭帐篷遮阳伞堆
物堆料， 并且桶装水商户长期
占用公共空间昼夜作业。

为了彻底杜绝一层商户扰
民问题，海淀街道计划将东侧围
墙拆除进行绿化，并沿原围墙设
置栏杆拆墙透绿， 还老百姓安
静、整洁的生活环境。 白莹 摄

海淀集中整治稻香园20号楼周边环境

第九届京洽会签约15个重大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第九届投资北京洽谈会举办，
来自跨国公司、大型民企、高成长
性创新型企业、 外国和外省市驻
京商会等700余名中外知名企业
家参加会议。 现场签约15个重大
项目，签约总金额251.8亿元。

本届京洽会签约的重大项目
包括纳米医药产业、 新能源汽车
推广、3D打印人体硬件组织等15

个项目。其中，北京中安泰华科技
有限公司和北京兴谷发展公司共
同投资3D打印骨科材料生产项
目，签约金额为5亿元。项目落户
北京兴谷开发区， 预计2020年试
生产。

推介项目中包括京西骑行运
动公园项目、 妙峰山文化度假村
项目、通州文化旅游区项目等。其
中， 京西骑行运动公园项目将结

合门头沟现有的交通、古道、游客
服务站等设施， 发展交通体验产
品，规划设计完美的骑行路线。

据介绍， 京洽会是北京唯一
以促进民间与社会投资为主旨的
重大经贸投资活动。 本届京洽会
组织专场 “民营企业参与京津冀
协同发展研讨会”， 重点研讨了
民营企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
何发挥更大作用等内容。

京津冀125家慈善组织亮相“慈善日”

妇联大讲堂聚焦职场女性生育权益

被指配送一次性餐具破坏生态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 日
前，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市农
委在发布 《北京市严禁严管浅
山区新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
措施》 时， 同步出台 《北京市
浅山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
治理方案 》 （以下简称 《方
案》）， 对进一步推动浅山区范
围内存量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
项治理工作、 改善浅山区环境
质量作出具体部署 。 其中明
确， 对非公共公益民生类违法
占地违法建设项目， 纳入 “市
治理违法建设信息系统平台”，
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组织
拆除。

“可以说 ， 《措施 》 主要
是针对新增的违法占地和违法
建设要严管严控 ； 而 《方案 》
则针对的是已经有的存量的违
建 ， 也要区分用途 、 逐步消
减 。”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方案 》 明确了 “北京市

浅山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
治理工作协调小组” 各成员单
位的职责分工， 制定了专项治
理方法和步骤， 细化了专项治
理政策和措施。

这位负责人介绍， 对于浅
山区存量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
的普查已经开始， 将在本月底
完成。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 待
普查工作完成后， 将适时按照
完善治理措施 、 部署治理任
务 、 组织整改 、 市级检查验
收 、 分析总结报告五个步骤 ，
有序逐步推进。

《方案 》 要求各区 ， 对普
查出的存量违法占地违法建设
项目进行区分用途 、 集中整
改。 其中， 对非公共公益民生
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项目， 纳
入 “市治理违法建设信息系统

平台 ”， 由乡镇政府和有关部
门立即组织拆除； 对公共公益
民生类等确需保留的， 按照有
关规定和权限由各区政府组织
加快完善用地等手续。

对于哪些项目属于公共公
益民生类 ？ 这位负责人解释 ，
重点工程、 保障性住房、 符合
政策的 “一户一宅 ” 等项目 ，
以及幼儿园、 污水处理厂、 配
电室等用于公共公益用途的项
目属于公共公益民生类项目 。
非公共公益民生类违法占地违
法建设项目主要有违法占地违
法建设的餐饮设施、 厂房、 仓
库、 住宅等等。

此外， 《方案》 还从加强
政策宣贯、 实施分类处置、 坚
持禁限政策 、 优化规划管理 、
推进生态治理 、 密切部门联
动、 严肃问责追责等方面明确
了治理政策和措施。

北京出新规严管浅山区

非公共公益民生类违建必须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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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整治促提升 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智慧交通 服务出行”政务开放
日活动中透露———

本市或将控制共享单车数量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北京市交通委举行以 “智慧交通
服务出行” 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
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热心公共
事务的社会监督员等共30余人走
进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市
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回答大家关
心的共享单车数量问题时表示 ，
本市或将控制共享单车数量。

据了解， 在调度中心的综合
交通运行监测业务平台统领下，
41个应用系统高速运转 、6000多
项静动态数据实时采集、60000多
路视频动态传输，24小时全天监
测， 织就了保障北京交通正常运
转的监测服务体系。 它可以大到
分析交通运行规律、 预测交通运
行走势、掌握路网总体运行动态；
小到每条道路现在堵不堵、 哪条
路上正在占道施工、 大雾天气哪
条高速公路正在封路等， 这些信
息中心都会第一时间发布。

在回答市民的问题时， 周正
宇透露， 关于共享单车的指导意
见马上就要出台， 共享单车是非
常好的出行方式，问题在于管理，
更多的会要求企业规范经营行
为，如停放秩序、车辆安全等，在
网点投放管理力度上要大幅度提

升， 要求企业出调配车辆的专门
设计， 下一步技术手段肯定要用
电子围栏。目前，已有很多城市宣
布暂停共享单车投放。 现在北京
约有160万辆共享单车、13家共享
单车企业， 北京的投放需要有一
定数量控制。

对于三环路公交专用道的问
题， 周正宇介绍：“三环路的公交
专用道使用还在探讨， 下一步会
把一些断开的部分连起来。 将来
还想把所有停车位的数据都统一
到一个平台上， 让车位未来也逐
渐共享起来，实现更好的管理。”

近年来， 市交通委持续推进
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
网+”便捷交通系统建设，提升智
慧交通建设管理水平。例如，打造
一站式公众出行服务平台 “北京
交通”APP，20项交通服务信息市
民一触即得； 探索与互联网出行
平台合作， 推动多领域数据融合
共享，如与高德公司合作，共享施
工占道、 阻断事件动态信息及公
路基础信息；推进智能公交、智能
轨道、智能高速、城市副中心智慧
路网等一批示范工程建设； 配合
交管部门， 在中心城区和城市副
中心周边主干道路开展信号灯绿
波协调优化工程等。

引导学生在思想情感、 文明礼仪等8个方面有明显提升
本报讯 （记者任洁 ） 《北京

市中小学养成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年）》昨天正式发布，
学生、家长，学校等将多方联动，
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以及综合素养。

《行动计划》提出要经过三年
努力，建立养成教育制度机制，构
建养成教育体系， 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引导学生在思想情感、文明
礼仪等8个方面有明显提升。《行

动计划》附《北京市中小学生行为
习惯养成学段重点目标（试行）》，
针对小学1-2年级、3-4年级、5-6
年级、初中、高中五个学段，从思
想情感、文明礼仪、遵纪守法、学
习求知、生活卫生、健康安全、勤
俭环保、 志愿服务等八个维度提
出了具体的行为习惯养成学段重
点目标。

《行动计划》设计了多项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教育

实践活动，如通过开展“文明礼仪
标兵”“文明礼仪小使者”“美德少
年”评选活动，引导学生从日常生
活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美德标
兵， 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养成良好
的道德行为习惯。

市教委表示， 今后将通过开
展“德育工作区校行”活动，搭建
交流展示平台， 树立养成教育工
作典型， 促进养成教育在全市中
小学常态化开展。

拆后违法建设将还绿

本市发布中小学养成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