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作为香港北京两地
促进相互投资的年度重要活动，
第21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
洽谈会昨天在香港开幕。 本届活
动主题定为 “创新引领、 要素互
通、开放发展、共创繁荣”，首次设
置了“重大战略”板块，将重点推
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冬奥
会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商机。

本届洽谈会适逢香港回归祖
国20周年 、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 香港进入 “成年礼” 后新
阶段历史节点上， 宣讲 “北京故
事” 的同时， 推动两地在 “高精
尖” 产业各领域深化投资贸易合
作， 在科技、 文化和青年交流等
领域创新创业合作 ， 在医疗卫
生、 食药安全、 环境保护、 城市

水务、 “大城市病” 治理等方面
开展城市治理合作。

会上共安排15项活动， 包括
重要活动4项，专题活动9项，展示
与投资咨询洽谈活动2项。京港洽
谈会筹备期间 , 北京市投资促进
局促成千万美元以上港资注册大
项目107个 ， 合同外资56.5亿美
元， 并在京港两地分别发布双向
投资项目66个。洽谈会举办期间，
还将有300余个项目对外发布。

本届京港洽谈会首次设置
“重大战略”板块，以推介北京城
市副中心、新机场、冬奥会等国家
重大工程建设商机为重点， 发布
北京市新一批基础设施建设、环
境提升等领域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的工程建设项目。

根据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 北京将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此届京港洽谈会上，北京
首次对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进行全
面系统介绍，其中“京港科技创新
合作专题活动” 将重点推介北京
市“三城一区”，提升京港两地创
新的区域协同力和综合竞争力；
“京港 ‘高精尖’ 产业合作专题
活动” 将共同探讨京港两地在智
能制造、 虚拟现实、 智慧城市等
领域的技术应用与金融合作。

会议期间将继续举行 “京港
知名企业家圆桌会”，来自京港两
地的知名企业家将再次聚首，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探讨在
新时代背景下京港合作共赢的新
领域、新机遇。预计涉及两地战略
层级合作的话题和创新拓展的新
领域将成为热点。 （方芳 武红利）

申请积分落户可加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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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届京港洽谈会开幕
首设“重大战略”板块 推介北京城市副中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昨天了解到， 近日， 首都文明委
正式印发文件启动第六届首都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道德模范
是道德领域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
称号。 根据 《北京市积分落户管
理办法 （试行）》 规定， 获得全
国道德模范或首都道德模范荣誉
表彰的， 在申请人申请积分落户
时给予增加20分的分值。

据了解， 12月20日之前， 各
区 、 各系统可分类别推荐候选
人， 最终评选表彰10名首都道德
模范。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 市民政局、 市工商
局、 市总工会、 团市委、 市妇联

共同主办。
第六届首都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活动共设 “首都助人为乐模
范 ” 、 “首都见义勇为模范 ” 、
“首都诚实守信模范”、 “首都敬
业奉献模范” 和 “首都孝老爱亲
模范” 五个奖项， 每个奖项表彰
两名， 共表彰10名。 同时， 设首
都道德模范提名奖20名。 凡是符
合首都道德模范评选标准， 在北
京市工作、 学习、 生活且年满16
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 均具备首
都道德模范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
首都道德模范的基本标准是： 热
爱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推进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
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中走在全
社会前列； 牢固树立首都意识、
首善意识， 具有 “崇德向善， 奋
发向上” 精神， 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品德高尚、 事迹突出、 群众
公认， 积极参加首都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 做出突出贡献， 取得显
著成绩。

本次活动将通过群众推荐 、
征求意见 、 审查把关 、 报送材
料、 评选公示、 复评报审、 表彰
宣传等实施步骤， 产生第六届首
都道德模范人选， 活动详情请登
陆 首 都 文 明 网 （ www.bjwmb.
gov.cn） 了解。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今
年以来本市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温和上涨。
1至10月，本市CPI同比上涨1.9%，
猪肉、 鸡蛋、 蔬菜价格全都平稳
运行。

据了解 ， 食品和衣着类价
格 下 降 是CPI走 势 偏 弱的主要
原因， 而服务价格是拉动CPI上
涨的主要因素。 1至10月， 本市
食品和衣着类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6%和2.2%， 服务项目价格同比
上涨4.7%。

市价格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近10日，本市主要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充足平稳，蔬菜 、猪肉 、
鸡蛋价格呈现稳中微涨态势，
粮油价格保持稳定。 其中25种蔬
菜平均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旬环
比分别上涨0.6%和1.1%， 但同比
分 别 下 降 22.9%和 13.7% 。 猪
肉 批 发 和 零 售 价 格 分 别 为 每
500克 9.12元和 14.41元 ， 旬环

比 分 别 上 涨0.7%和0.5%， 同比
分别 下 降 12.5% 和 12.7% 。 鸡
蛋 批 发 和 零 售 价 格 分 别 为 每
500克 4.15元和4.7元， 旬环比分
别上涨4.7%和2.3%。

据介绍， 本市要把稳定价格
总水平作为价格调控工作首要任
务， 坚持价格综合调控， 用好用
活价格应急调节资金， 执行落实
好生猪、 蔬菜等重要商品价格波
动调控预案， 构建居民生活必需
品价格稳定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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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获悉， 房山工商分局在消
费教育、 纠纷调解等工作中积极
引入专家援助机制， 在当事人双
方均认可的基础上， 由专家提出
解决意见， 为依法调解、 科学调
解、 快速调解奠定基础。

日前， 房山工商分局收到消
费者柳先生寄来的感谢信， 称房
山工商分局12315中心努力为其
解决房产消费纠纷， 挽回经济损
失51万元。 今年8月29日， 房山
工商分局接到投诉， 消费者柳先
生称， 2015年9月在良乡一房地
产公司购买房屋并交付购房押金
51万元， 今年3月因为线路原因

想退房 ， 于5月3日签订退房协
议， 约定45个工作日内退还购房
押金， 该公司逾期未退款， 消费
者柳先生多次联系未果后， 向房
山工商分局投诉， 要求该房地产
公司退款。

接到投诉后， 房山工商分局
积极引入律师开展专家援助， 调
解消费纠纷， 经与该公司多次沟
通后， 房地产公司同意退还购房
押金51万元， 柳先生对调解结果
非常满意。

截至目前， 房山分局通过专
家援助先后为消费者调解各类纠
纷2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1.62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由北
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主办、
北京发明协会承办的 “我要安
全” 优秀发明成果征集评选活动
昨天举办颁奖大会。

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广泛征
集 “自我安全防范 ” 类发明成
果， 涵盖了与安全生产、 安全生
活和安全出行相关的各个领域，
共有161个项目报名参加。 报名
项目来自全国各地， 参加主体有
企业 、 团队和个人 。 经专家初
选 ， 117项进入专家网上评选 ，

根据专家评分和大众投票， 最终
评选出33项优胜作品， 其中一等
奖3项、 二等奖10项、 三等奖20
项； 1项大众投票数最多的项目
获得大众关注奖。 在11月25日结
束的第22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展
示了这批优秀项目。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专业研
发机构牵头， 引导和鼓励社会创
新， 呼吁全社会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 这也是公益性科研机构发挥
积极作用的一种尝试。

孙妍 摄

33项作品获“我要安全”优秀发明成果奖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 24
日， 门头沟区举办了第二届社会
组织公益汇暨门头沟区社会组织
服务 （孵化） 工作培训。 门头沟
区委社会工委书记、 社会办主任
史雅琳提出， 该区将进一步培养
扶持社会组织发展， 力争2018年
在三个街道和两个镇建成五个镇
街级社会组织孵化园。

本届公益汇突出交流互动 、
现场体验和资源对接， 分为区级
孵化中心参观、 公益产品展示、
专题论坛三大板块。 各镇街级社
会组织代表参观了区级孵化中
心， 直观了解区级孵化中心运行
情况。 孵化中心由尚德公益运营

管理， 通过社会组织培育、 信息
政策咨询、 成果展示推广、 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等综合服务， 为门
头沟区的优秀社会组织及从业人
员搭建交流、 活动的平台和专业
支撑体系。

此次公益汇设置 “特色公益
产品”、“传统文化”、“应急体验”
等特色展区， 配以形式多样的项
目体验活动， 充分展示该区社会
公益成果， 为与会者提供优秀服
务项目经验参考。同时，公益汇还
将从中推选出具有区域特色的代
表性产品， 参加北京市明年举办
的第四届公益汇， 在全市及外省
市推广门头沟区优秀公益产品。

门头沟将建五个镇街级社会组织孵化园

(上接第1版)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汤丰林

建议， 幼儿园应在教委指导下，
建立应急突发处理机制、 应急事
件报送机制， 形成整体管控、 防
范意识， 这样就避免了简单的由
老师或者园长个人去 直 接 处 理
而产生的错误或者不良影响 。
幼 儿 园 有 责 任 引 导 家 长 有 序
参 与 园 所 建 设 ， 这 样 融 入 幼
儿园工作的家长无形中会增加归
属感， 从而增强信任。 目前各区
正在抓紧增强园所技防物防设施
建设， 汤丰林表示， 园所加强技

术监控设施的建设是必要的， 但
是对于家长来说， 不能完全信任
依赖技术， 教育是一种心灵影响
心灵的行动， 信任是开展教育的
基础。

本市将评选10名首都道德模范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强制拆除位于
中石油石勘院南门西侧的违法建
设11处， 其中9处违建为彩钢房
用于小餐馆后厨， 2处为烟酒超
市避风阁 ， 面积585.89平方米 ，
涉及人员130人。

石勘院南厂区违法建设位于
志新路西段， 石勘院南门西侧，
紧邻中石油石勘院办公区， 与北
京科技大学和科大附中一路之
隔， 此处人员密集， 交通压力巨
大。 私搭乱建彩钢房用于餐馆后
厨， 同时商家租用发电车维持经
营 ， 距离路南侧加油站仅十余
米， 在食品安全、 卫生、 消防、
治安等方面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

商户多数存在店外经营情况造成
门前秩序混乱、 环境脏差、 交通
拥堵， 严重影响周边市民工作、
学习和生活。

该街道负责人介绍， 街道将

加强巡查和管控， 杜绝违法建设
再次滋生， 做到即时发现、 即时
拆除。 此处违法建设拆除后， 原
有合法建筑将由中石油石勘院统
一规划用于科研办公。 孙妍 摄

学院路拆除石勘院南厂区违法建设

房山工商引入专家援助解消费纠纷

1至10月北京CPI同比上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