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北京“３·
１７房地产新政”实施近半年，市价
格执法部门为保障房地产市场价
格行为规范、 秩序平稳有序持续
进行检查巡查， 至今已出动１６９８
人次， 检查在售楼盘和中介机构
共１４６２户，“超级蜂巢” 等楼盘项
目因违反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等
相关规定受到相应处罚。

市价格执法部门日前就 “超
级蜂巢”（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
公司）和“荷塘月色”（北京创展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两个楼盘项
目的价格违法行为， 分别发出行
政处罚决定书。 加上此前公示的
“橡林郡”（北京鑫一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和“上林溪”（北京上
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两
个楼盘项目，已有４家企业因为违
反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相关规定
被公示。

据了解， 自今年３月２０日至９
月６日，市区两级价格执法人员出
动１６９８人次， 检查在售楼盘和中
介机构共１４６２户。截至目前，未发
现价格串通、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等严重价格违法行为。

此外，３月１７日至９月６日，北
京市１２３５８价格热线共接到关于
房地产价格投诉举报３３件， 举报
内容主要为商品房价格、服务费、
合同工本费、测绘费等问题。截至
目前，３３件举报中已经办结２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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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金额近156亿元 俄罗斯大马戏团到华演出等项目落地

文博会签下22个文创合作项目

本报讯（记者 任洁 通讯员丁
天华） 丰台国地税日前联合开展
了集中办公区专项管理工作，将
包括集中办公区企业在内的3723
户连续一年以上未申报企业信息
按税务注销标准交换至区工商
局， 由工商局按规定标准进行筛
选，严重者将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吊销营业执照处理。

目前， 丰台企业集中办公区
共有五个，包括东铁营、太平桥、
新村等地，入驻企业数量多、增长
快，会计人员流动性大，且存在较

多虚拟登记企业。为此，丰台国地
税实施分类管理， 固定税收管理
员，加强对企业基础信息的核实，
建立新户报到在纳税申报、 基础
信息核查、异常企业信息交换、执
法结果互认的联动机制。

在近日的专项工作中， 丰台
地税局联合区国税局、 工商局、
投促局， 通过集体约谈五家集中
办公区企业管理方， 加强办公区
内登记注册企业在欠税清缴、 发
票领购、 异常企业公示等方面的
管理。

本报讯（记者 孙艳）昨天，第
十二届文博会 “文化创意产业重
点项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本次
集中签约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涉
及国内外众多企业、机构，共计22
个项目， 签约单位47家， 来自北
京、新疆、安徽等多个省市区，签
约金额共155.968亿元人民币。

本次文博会签约项目中 ，涉
及中外文化产业投资合作的项目
有5个，签约金额67.56亿元，占签
约总额43 %。由金瓷国际演出（北
京） 有限公司和俄罗斯联邦马戏
公司签约的中俄国际演出合作项
目， 通过天竺综合保税区及国家
对外贸易基地的政策和功能平
台， 双方合力推进俄罗斯大马戏
项目在华演出， 满足日益增长的

国际文化市场需求， 更好地促进
中俄两国文化交流。 北京天竺综
合 保 税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与 阿 根
廷———中国生产及工商业协会签
约的中国———阿根廷文化贸易合
作平台项目， 将主要引进阿根廷
的体育、文化、旅游、贸易等项目，
合力打造阿根廷在中国的文化体
育及贸易交流对接的平台。

随着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
市政府对小镇建设的高度重视和
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 特色小镇
建设关注度不断提升。 本次签约
中有两个特色小镇建设项目，都
立足于浓厚的文化底蕴， 项目合
作金额达35.59亿元。本次签约中
涉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合作的项
目共有9个，主要包括北京天竺综

合保税区、 北京亦庄保税直购中
心、北京2049国际文创产业园、中
科电商谷园区。

当前， 各行各业都在大力推
动融合发展 ， 本次签约中 “文
化+” 元素也是随处可见。 在文
化+科技方面， 北京华韵尚德国
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签
订的推进VR产业发展战略合作
项目，通过其球幕影院设计、开发
和集成创新解决方案， 运用360°
全景可视化影院的固定、 移动式
全景投影系统打造独特的身临其
境的观影体验。此外，在文化+农
业、文化+科技等方面，还有贵州
从江县特色农产品合作推广项
目、 中国廉政文化影视产业中心
项目等。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门海涛） 9月11日， 首农股份与
中信农业在京宣布， 双方联合以
1.83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英国樱
桃谷农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 ，
本次收购标志着前身为 “北京
鸭” 的英国 “樱桃谷鸭” 重新回
归中国故乡。

英国樱桃谷农场有限公司成
立于1958年， 是世界第一家致力
于白羽肉鸭种鸭选育的公司。欧
洲白羽肉鸭源自我国 “北京鸭”，
首农至今保有北京鸭原种。 北京
鸭19世纪经由美国进入欧洲，是
现代白羽肉鸭的原始种源来源。

1975年开始， 樱桃谷开始在全球
销售和推广其培育的白羽肉鸭优
良品种，到1985年，樱桃谷凭借其
育种优势， 确立其在肉鸭育种的
领先地位，成为全球行业第一。

2016年， 樱桃谷农场在全球
肉鸭种鸭市场占有率达到75%以
上 ， 在我国肉鸭市场占比超过
85%。樱桃谷农场在英国、中国和
澳大利亚建立了纯系种群； 在英
国、中国和德国拥有运营基地，销
售网络覆盖全球25个以上国家和
地区。

收购完成后， 首农股份和中
信农业基金将至少向樱桃谷公司

派出4名董事， 对公司发展战略、
投资方向等进行掌控，从战略上、
资源上给予全方位支持和管理，
并对中国区业务和海外业务分别
进行整合， 提升首农股份在动物
育种市场的地位及市场占有率。

首农中信联合收购英国“樱桃谷鸭”

流落百年“北京鸭”重回故乡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本市首个e注册服务大厅在丰台
工商分局亮相，办理执照可以“立
等可取”。

丰台工商分局副局长杨光告
诉记者， 为避免企业在办理执照
过程中多跑路， 丰台分局按照准
入服务“快捷便利、优质高效”的
要求，对工作流程进行了调整。在
e注册服务大厅内，取照人通过机
器读取身份证信息、采集图像、签

署电子签名三步， 即可实现自助
打印和领取营业执照， 节约申请
人排队等候的时间。 电脑一体机
前， 还有专人指导申请人开展网
上预约、名称申请、企业登记和全
程电子化等。

据了解，丰台工商推出的“即
时核准，一日取照”，承诺“一次业
务只需一次预约， 一个工作日取
照”， 将取照时限从4个工作日大
幅缩减到1个工作日。

本市首个e注册服务大厅亮相
办理执照可“立等可取”

本报讯（记者 边磊） 昨天，由
北京市旅游委主办的2017第十四
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正式启
动， 面向大众征集设计方案，9月
22日之前， 有好的想法、 好的创
意、好的资源，且符合报名条件的
设计者，可报名参加。

本届大赛赛程分为征集 、现
场结对、网络票选与专家评审、颁
奖四个阶段。在征集阶段，大赛会
分别征集需求方和设计方， 需求
方的征集类型包括：景区文博、老
商老店、乡村旅游、协会机构、知

名企业； 设计方同样面向社会进
行公开广泛征集， 凡是具备旅游
商品研发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均
有资格进行报名。 组委会组织需
求方代表对报名的设计方进行比
选投票， 票数最多的24家设计方
直接入围。

本次大赛将举办四场电视结
对活动，每场需求方不少于50家，
设计方6家。设计方在电视结对现
场展示设计理念及作品， 进行自
我推销并与需求方进行互动。需
求方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设计方。

2017“北京礼物”大赛开征设计方案

丰台国地税开展集中办公区管理

本报讯（记者 李婧） 记者昨
日了解到，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
市农委联合发文指出， 浅山区严
禁严管工作应建立市、区、乡镇、
村四级责任制。 同时强调严肃问
责追责，对未及时制止、未及时整
改的， 追究乡镇政府分管负责人
的责任。

此外， 市规划国土委和市农
委在联合发文提出严禁严管浅
山区新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措
施时还强调， 将严查行政纪律责
任。 对在浅山区范围内出现的新
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问题， 坚持
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并由市、区

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从发现、制止、
报告、整改的全过程“倒查”责任。

对未及时发现、 未及时报告
的， 追究村级组织及乡镇巡查人
员的责任；对未及时制止、未及时
整改的， 追究乡镇政府分管负责
人的责任；对隐瞒不报、弄虚作假
的，从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新
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问题严重的
乡镇， 追究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

对在严禁严管工作中因自身
履职不到位导致新增违法建设未
能及时发现、制止、整改的成员单
位， 由监察机关追究该单位主管

负责人的责任。同时，严格追究刑
事责任。 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涉
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
涉嫌犯罪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未
及时移送的， 追究有关部门责任
人员的责任。

此次浅山区违法占地违法建
设专项治理中， 还严格社会信用
管理。 对参与浅山区违法占地违
法建设的市场主体 （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 纳入联合惩戒 “黑名
单”；对提供卫片监测第三方服务
的企业， 因其自身原因导致发现
不准确、不及时的，按合同约定追
究违约责任。

浅山区违建未及时发现、整改将追责

房地产新政实施半年4楼盘受处罚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北京市
环保局昨天通报，本市第二批４个
环境保护督察组已于８月底进驻
朝阳、海淀、顺义、昌平开展环保
督察工作。目前，第二阶段市级环
保督察第一阶段区级层面督察基
本结束。督察组共与１４３名领导干
部进行个别谈话， 累计走访问询
区级部门及街乡镇７１个， 调阅资
料１４０００余份。 今年，市级环保督
察将实现对１６个区全部覆盖。

截至１０日２０时，４个督察组共
受理群众举报２６３２件， 经梳理汇

总 ， 累计向被督察区交办转办
１８２８件，当前已办结１１１０件。 其中
责令整改６７５起，立案处罚２００起，
拟处罚金额近１２０万元，立案侦查
８起，约谈９３人。

根据工作安排， 目前各督察
组正梳理已掌握的问题线索，进
入下沉街乡（镇）督察阶段，并继
续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本市首批３个环境保护督察
组曾于６月底进驻丰台、 房山、大
兴区，受理群众举报１７２９件，累计
向被督察区交办转办１２３８件。

市级环保督察今年将覆盖16个区

东城新太仓片区
将统一胡同风貌

从昨天起， 东城区北新桥街
道将按照 “十无” 标准对新太仓
片区开展环境整治， 17条胡同环
境将整体提升， 共拆除违法建设
413处， 封堵开墙打洞230处， 涉
及面积1.3万平方米 。 同时就拆
除、 封堵后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不相符部分进行简单恢复 、 提
升， 保持胡同风貌一致、 统一。
工程预计年底全面完成。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疏解整治促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