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艺） “十九大
开完，咱的心气儿更高了。今后的
日子肯定好着嘞。”延庆区大榆树
镇下屯村谷永珍老人感叹道。大
榆树镇通过摸底，像谷永珍一样，
全镇共有低收入农户中的65周岁
以上老人206名。如今，每位老人
都有了自己的“党员连心人”。

据介绍，“百名党员入百户、
心手相牵助扶贫” 活动由中建八
局、大榆树镇政府、延庆区志愿服
务联合会、 延庆区慈善协会共同
倡导开展， 活动不仅将十九大精
神有关学习材料送进工地， 同时
还联合组织遴选206名党员代表
走进农家， 为他们送去十九大精
神的宣讲，带去了写有各自姓名、

联系方式的“党员联心卡”，与受
助老人一对一结对。

本次活动还将引入志愿服务
“1+1”帮扶。启动仪式上，中建八

局向延庆慈善“1+1”助老项目捐
赠50万元善款， 专项支持延庆志
愿者为老人提供助医、精神慰藉、
理发、保洁等志愿服务。 陈艺 摄

大榆镇206名老人结对“党员连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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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
者昨天从北京燃气集团获悉， 为
确保冬季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燃
气集团和中石油完成了 《2017年
供销协议》 的签订工作， 中石油
保证北京市本采暖季的供气总量
和高峰用气量。 目前， 燃气集团
正在加快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保
障全市煤改气工作的顺利实施。

冬供期间， 燃气集团将启运
市内3座LNG应急气源储备站 ，

解决应急情况下的全市70余座点
供用户用气保障问题。 同时配合
市城管委编制 《2017-2018采暖
季热电气保供方案》， 建立三级
应急管理机构， 共配置应急人员
1560人、 41个应急值守点、 车辆
272辆， 做到依据事件类型第一
时间启动相应预案。 并通过三级
指挥调度系统对全市燃气管网运
行工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 对
大型燃气设施进行24小时值守。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
目前吴店、 鸿顺园供热厂一期改
造已全部完成， 正式供暖运行。
改造后， 由燃气热水锅炉代替原
有燃煤锅炉， 为房山区良乡地区
700万平方米近6万户居民供热，
供热范围内每年可减少燃煤消耗
近20万吨。

据了解， 两座供热厂均位于
良乡镇， 其中吴店供热厂供热面

积约290万平方米， 鸿顺园供热
厂供热面积约410万平方米 。 为
落实 《北京市2016-2017年加快
推动南部四区无煤化工作实施方
案 》， 市重大项目办推进吴店 、
鸿顺园供热厂改造工程， 一期工
程 两 座 供 热 厂 设 计 新 装 6 台
70MW燃气热水锅炉， 代替原有
燃煤锅炉， 为北京市推进节能减
排， 供热能源清洁化， 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提供保障。

本报讯（记者 唐诗）近日，北
京口腔医院院长白玉兴在北京市
医院管理局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 “市民对话
一把手 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节目
中表示， 北京口腔医院现已推出
了口干及唾液腺疾病门诊、 牙龈
出血门诊、 口腔异味门诊三个专
病专症门诊。

据了解， 口干及唾液腺疾病
门诊是主要诊治口腔干燥症、唾
液腺结石病、腮腺和颌下腺炎症、
腮腺良性肥大等。 除常规临床检

查外，还开展腮腺和颌下腺造影、
B超检查、 唾液腺内窥镜诊疗，唾
液检测等项目。 出诊时间为周一
下午、周五上午；牙龈出血门诊主
要诊治牙周问题引起的牙龈出
血， 针对患者存在的牙龈出血症
状排查病因， 进行牙周方面的针
对性治疗。 出诊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上午； 口腔异味门诊主要诊治
口腔异味病因，包括牙周疾病、不
良口腔卫生习惯等， 并针对患者
进行相关口腔卫生指导。 出诊时
间为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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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13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根
据国家关于天然气价格改革有
关 规 定 和 国 内 天 然 气供需形
势， 自今年11月15日至明年3月
15日， 上游供本市非居民用天然
气门站价格上浮9.71%， 约0.184
元/立方米。

今冬供暖季期间， 本市非居
民天然气销售价格统一上浮0.16
元/立方米。调整后各类用气价格
具体为发电用为2.57/立方米；压

缩天然气加气母站 （供非居民用
气）为2.52/立方米；供暖、制冷用
气城六区为2.66/立方米、其他区
域为2.42/立方米；工商业用气城
六区为3.22/立方米、其他区域为
2.98/立方米。 供暖季结束后，取
消上浮。据了解，影响下游热电联
产及供暖企业增加的用于保障居
民供暖的用气成本主要通过财政
补贴负担。也就是说，居民用气价
格不作调整； 居民与非居民供暖
价格均不作调整。

燃气集团升级能源供应结构保冬供

全市“清煤降氮”工程大幅超额完成
共淘汰燃煤锅炉2837家 今冬二氧化硫浓度有望再创新低

良乡6万户居民供热用上环保设备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全市燃
煤锅炉淘汰量是任务量的3.3倍、
气锅炉低氮改造翻倍完成。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获悉， 截至
目前， 全市共淘汰燃煤锅炉2837
家、4453台、13259蒸吨，完成锅炉
低氮改造约7000台 、23000蒸吨 。
全市“清煤降氮”工程已全面大幅
超额完成， 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提供了有效支撑。

燃煤锅炉淘汰量是任务量3.3倍

市环保局大气处副处长曾景
海介绍， 今年全市淘汰10蒸吨及
以下、 建成区淘汰35蒸吨及以下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低氮须改造

完成10000蒸吨。
燃煤锅炉淘汰方面， 全市自

我加压， 不仅将任务要求的10蒸
吨及以下、 建成区35蒸吨及以下
燃煤锅炉纳入了改造范围， 同时
还将任务以外10蒸吨以上具备条
件的燃煤锅炉纳入了改造范围。
从分区情况看， 各区淘汰量都远
超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任务量，均
超额完成任务。

曾景海介绍，今年以来，全市
各部门以最大力度推进小煤炉清
理整治，专门建立了小煤炉台账，
各区开展了多轮的摸排和滚动更
新。截至目前，记入小煤炉台账清
单的21985家、27390台小煤炉，已

全部淘汰完毕。 下一步各区在实
现彻底摸排、全面淘汰的同时，健
全机制，加强监管，防止反弹。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翻倍完成

为促使锅炉氮氧化物深度减
排， 本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燃气
锅炉低氮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全
市完成锅炉低氮改造约7000台 、
23000蒸吨。全市完成规模已达国
家和本市任务量的2.3倍。从分区
情况看， 各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
我加压， 改造量都超过了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任务量， 均超额完成
了任务。

目前， 改造后燃气锅炉氮氧

化物排放普遍可以控制在80毫
克/立方米以下，达到在用锅炉的
排放限值要求， 部分可以控制在
30毫克/立方米以下，较改造前排
放的平均水平大幅降低。

今冬二氧化硫浓度有望再创新低

五年淘汰燃煤锅炉3.9万蒸
吨，减煤近900万吨。回顾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实施的五年， 从2013
到2017年， 本市通过清洁能源改
造等措施共计淘汰燃煤锅炉4923
家、8312台、39165.5蒸吨。按家数
计五年间99.8%的燃煤锅炉实现
淘汰， 按蒸吨数计已淘汰95.8%，
初步估算可减燃煤近900万吨。

曾景海透露， 今年二氧化硫
年均浓度有望再创新低。 在燃煤
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四大燃煤电
厂关停、 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成
投运、 散煤清洁能源替代等压煤
措施综合作用下， 本市二氧化硫
年均浓度持续下降， 从2013年的
2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6年10
微克/立方米， 下降幅度高达64.
3%。今年本市二氧化硫累计浓度
持续下降，截至10月底，二氧化硫
累计浓度为8微克/立方米， 同比
去年下降11.1%。通过多年大规模
燃煤污染治理、新老措施叠加，环
境效益不断释放， 预计今年的二
氧化硫年均浓度有望再创新低。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即日起
至17日， 第八届中意创新合作周
在北京、 成都、 贵阳三地同期举
办。 期间， 中意双方将在生物医
药、文化科技、智慧城市等20个细
分领域专场会议进行深入研讨，
并将进行600多项次的项目对接，
预计可达成120余项合作意向。

本届合作周由中国科学技术
部和意大利教育大学科研部共同
主办，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
意技术转移中心）、 意大利科学
城、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
办。以“中意携手，创新共赢”为主
题， 聚焦重点领域、 聚焦前沿技
术、 聚焦民生关切、 聚焦创新合
作。三地会场共吸引了来自北京、
河北、山东、上海等20多个省市的
1000多家机构参会。 合作周以高
端论坛、分领域平行专场、项目对
接、 创新成果展览展示以及实地
考察交流五种形式展开。

开幕式上， 还举办了中意科
技创新合作贡献奖颁奖仪式、中
意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中意众创

空间揭牌仪式、 中意科技创新合
作成果展示等活动。

据介绍，在本届合作周期间，
中意双方代表将在生物医药、文
化科技、智慧城市、新一代通信技
术、第三代半导体、智能制造、设
计与创意产业等20个细分领域专
场会议进行深入研讨。 两国代表
将进行600多项次的项目对接，预
计可达成120余项合作意向。

2010年以来， 中意创新合作
周轮流在两国举办， 共吸引4000
余位中意代表参会。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 北京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消息， 确定以
工程质量保证金为重点， 推行以
银行保函方式缴纳保证金， 近期
制发了 《关于推行以银行保函方
式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通知》，
并将于2017年12月10日起施行。

工程质量保证金是用以保证
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
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或
者承包合同的约定。

此次发布的《通知》规定“银
行保函是工程质量保证金的缴纳

方式之一。发、承包双方在签订施
工合同时， 承包人有权选定质量
保证金缴纳方式”，即由建筑业企
业自主选择是否采用银行保函方
式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

同时，《通知》规定“质量保证
金的金额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
总额的3%”。 针对一些项目工程
款结算周期较长， 在工程竣工验
收时， 难以根据结算价款确定比
例的问题，《通知》规定“在工程价
款结算未完成前，发包人、承包人
可以根据施工合同价款协商确定
银行保函的金额”。

针对以往一些项目的业主在

工程质量保证金到期后未及时返
还保证金的问题， 《通知》 规定
“缺陷责任期内， 承包人应认真
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 到期后，
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的， 银行保函
自动失效”。

预计达成120余项合作意向

第八届中意创新合作周在京开幕

口腔医院推出三个专病专症门诊

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可用银行保函
将于12月10日起施行

非居民气价上浮 供暖价格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