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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姜东浩 解子仪）“以前等车，遇到
雨雪就是一身湿。现在好了，新建
了站亭，可以遮风避雨，累了也有
地儿坐，实在太好了。”怀柔区甘
涧峪村村民房大爷说。近日，怀柔
新建的84个公交站亭投入使用。

今年年初， 怀柔区交通局启
动了公交站亭建设工程， 在区内
新开通线路、 原有线路上新建公

交站亭84个。 其中为雁栖经济开
发区、怀柔镇、北房镇等平原地区
新建52座，为琉璃庙、喇叭沟门等
山区新建32座。 平原站亭用不锈
钢材质，抗损能力强。山区站亭均
为仿古站亭，美观大方。新建的公
交站亭都安装了候车座椅， 整体
构造简洁、坚固、耐用。公交站亭
的投入使用， 使过去部分镇乡村
民的候车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1月
12日， 顺义北小营镇前鲁村举办
首届水稻收割节。

当天的活动分为农耕风情体
验区、 稻米文化体验区和秋收文
艺展演区。 在农耕风情体验区，
百姓可以参与葫芦烫画制作、 米
画制作、 儿童餐创意饭团制作、
老北京毛猴制作、 中国结制作、
创意软陶等 。 在稻米文化体验

区， 有稻草粮仓展示、 水稻知识
展示、 农机展示脱粒体验、 草编
体验、 收割体验等。

据介绍， 2016年秋， 北京箭
杆河边专业合作社成立， 成功完
成前鲁大米前期60亩的有机种植
实验测试， 并在2017年扩大种植
范围212亩 。 2017年 ， 合作社引
进500只稻田鸭， 做到稻鸭共存，
既达除草效果又给水田施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上周，
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第九届
菊花美食节开幕 。 60栋温室大
棚， 5万公斤食用菊花进入采摘
期， 将持续到12月底。

在往年的基础上， 今年的菊
花美食节丰富了游客休闲体验的
内容， 大兴庄镇集中了域内鲜切
百合、 多肉植物、 观赏菊花、 非
遗糕点、 特色蔬菜、 精品鸡蛋等
10余种农副产品在菊花体验馆内
进行展卖。

在互联网+大潮的涌动下 ，
目前， 西柏店的食用菊花也正在
探索便捷的网上营销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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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
大队了解到， 今年北京市民政局
在全国率先印发了 《北京市民政
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规定》，在市
区两级民政部门开始启用简易处
罚程序， 它的印发意味着民政执
法走进简易快速时代。

据了解， 简易程序贯彻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关注引导
当事人主动改正， 对于情节轻微
并主动改正， 且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当事人不予处罚。 简易程序
推出处罚示例78项， 占全部职权

的55%。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推出 ，

执法人员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的轻微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在民
非、殡葬等领域广泛应用，印发至
今共处理案件149起。行政处罚简
易程序切实履行民政部门执法职
责，维护民政管理秩序，为及时制
裁民政领域违法行为提供了保
障。对案件的快查快结、降低执法
成本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行
政处罚简易程序严格规范一线执
法人员文明执法， 有效保护了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怀柔84个新公交站亭投入使用

北京成全国首个全清洁能源发电城市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职业医
生进驻社区养老驿站， 专门为老
年人服务。近日，诚和敬东花市南
里东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揭牌，
北京普仁医院5名医护人员同时
进驻， 试点在养老驿站为老人提
供医疗保健类服务。

据了解， 东花市南里东区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主要为60岁以上
老年人提供老年营养餐、 智能呼
叫及IT支持、 家政服务、 康复理
疗、辅具及养老用品租赁及适配、
适老化居家改造、日间照料、医疗
服务、 文化娱乐、 心灵慰籍等服
务。 普仁医院将派驻1名内科医
生、1名急诊医生、 一名康复医生
和2名护士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
的医疗服务， 解决老年人到医院
不方便等问题， 也方便周边居民
进行健康检查。 医护人员还将对

老年人进行相关安全隐患知识的
普及防范，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此外， 医疗服务的内容还包
括就医预约挂号和提前预约挂

号。为社区长者提供就医陪同、就
医过程中各种事务办理的服务，
如入院办理、 离院办理、 复诊提
醒、 医生巡诊等。 于佳 摄

职业医生进驻东花市社区养老驿站

华能电厂三期通过168小时试运行 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成

首届水稻收割节展示农耕文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了解到，11月12日18时18分，华
能北京热电厂三期燃气-蒸汽联
合循环供热机组一次性通过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实现投产发
电目标。 这标志着北京四大燃气
热电中心已全部建成。至此，北京
成为全国首个全部实施清洁能源
发电的城市。

据了解， 华能电厂三期项目
作为东南热电中心的一项重点工
程， 利用近2年时间， 通过项目
建设单位华能北京热电厂的严密
组织 ， 已顺利通过涉网试验和

168小时试运工作。 华能电厂三
期项目建设一套F级 “二拖一 ”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机组设
计发电容量99.8万千瓦， 年设计
发电量44.91亿千瓦时 ； 最大设
计供热能力77.3万千瓦， 年设计
供热量778万吉焦， 可服务供热
面积约1550万平方米。

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期间，
机组平均负荷率达98%以上 ，各
项主要参数达到设计指标。 机组
采用高效低氮燃烧器， 有效降低
了脱硝入口的氮氧化物浓度，三
项污染物排放指标为氮氧化物

12.8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0.9毫
克/立方米，烟尘0.7毫克/立方米，
均低于北京市排放标准， 达到了
超低排放水平。

三期工程的顺利投产， 是首
都四大热电中心的收官之作，标
志着首都东南热电中心建成投
产，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至此，华
能北京热电厂整厂供热面积达全
市三分之一。

目前，本市电厂共27座，总装
机1126.8万千瓦。其中，燃气电厂
14座 ，总装机994.3万千瓦 ，可再
生能源电厂13座，总装机132.5万

千瓦。通州华电、京能上庄及通州
可再生能源电厂、 阿苏卫垃圾焚

烧电厂正在建设中， 预计2017年
至2018年建成投产。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1月
11日起至20日， 北京铁路局将利
用高铁列车、行李车等资源，面向
与“双11”相关的电商、快递等企
业， 提供铁路干线运输及 “站到
站”、“库到库”、“站到门” 等多种
物流服务。

记者了解到， 北京铁路局联
合中铁快运公司在京沪高铁 “复
兴号” 列车上推出了国内最快的
快运产品———高铁 “极速达”。同
时， 在确保不影响旅客乘降的前
提下，挖掘既有动车组运力资源，
扩大高铁快运服务范围， 每日安
排31趟高铁动车组服务高铁快运

业务；合理调配运力，安排48趟既
有行李车运输货物； 继续开行四
趟北京去往上海、 广州方向的电
商班列， 进一步满足电商物流运
力需求。 其中北京南至济南西站
的动检车是第一次服务高铁快
运，在“双11”电商黄金周以后将
长期开展此项业务。

北京铁路局京铁物流中心每
日在京广等干线上开行4列时速
160公里的电商班列，并将列车编
组提高至17辆， 为电商企业提供
“一日达”运输服务，并结合电商
特点，白天收货、晚上分拣、凌晨
组织运输。电商黄金周期间，京铁

物流中心电商货物发送量预计将
达到9500吨左右。

黄金周期间， 京铁物流中心
还将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专利的
1.5吨小型保温箱应用于北京至
上海间电商班列，重点针对“小批
量、多批次”，具有高附加值、低温
运输需求的货物， 为电商企业提
供了更加值得信赖的运输服务。
目前， 京铁物流冷链运输项目成
果与蒙牛集团就低温酸奶冷链项
目合作已呈常态化，X102次电商
班列每批约使用30至40集装箱，
对蒙牛新开发的低温特仑苏酸奶
实现全程冷链运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了解到， 根据北京市发展改革
委会的 《关于征集北京市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试点的通知》，11
月20日前项目申报单位制定试点
建设实施方案并提交 《北京市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试点项目申
请表》。12月31日前， 最终确定试
点单位。明年1月，全部试点建设
启动实施。

据了解， 申报单位原则上须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 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 经营状况和经济效
益良好。 申报单位在自身主营业

务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 且具备
在本市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工作的资金、 人员、 场地等条
件。 申报单位须保证回收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全部进入合法渠道
销售或拆解。 申报单位须制定完
善的项目实施方案， 提出试点期
内明确、 可统计、 可考核的实施
目标。

市发改委会同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完
成对申报试点实施方案进行评
审，评审重点包括方案的可行性、
预期效果的可达性、 试点目标及

实施进度的合理性等， 申报单位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完
善。 根据评审结果最终确定试点
单位。2018年至2019年，市发改委
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委托第三
方机构对试点建设的实施情况进
行定期跟踪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
果对试点工作进行调度 。2019年
12月31日前， 各申报单位完成对
试点期间试点实施情况的总结，
并向市发改委提交总结报告。 市
发改委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委
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最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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