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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409个
整改事项中95%已经整改到位 、
棚改对象骗取拆迁款81万元已追
回、空置一年多的750套公租房启
动装修……昨天， 市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二次会议，市
审计局局长马兰霞报告了北京
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马兰霞表示， 审计工作报告
中所反映的市级预算执行和决算
草案、市级部门预算执行、重大政
策落实、 重点领域专项资金四方
面问题、409个具体整改事项中 ，
有388个已得到整改，审计整改到

位率95%， 共21个事项相关部门
已逐一制定整改方案， 明确了整
改时间，正在持续推进。

针对“三公”经费和会议培训
费支付不规范问题，马兰霞提出，
市财政局将重点对“三公”经费、
行政经费等支出控制情况进行考
核， 并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
重要依据。 存在预存会议费和提
前支付因公出国（境）经费问题的
6个部门， 已收回相关资金29.51
万元。 市审计局已将相关问题线
索移送纪检监察部门。

在棚户区改造中，107户棚户
区改造对象以虚假医院诊断证

明、 隐瞒房产等方式骗取征收补
准款2177万元。目前，96户棚户区
改造对象利用虚假医院证明骗取
拆迁款问题线索， 已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 相关区政府对11户
棚户区改造对象以隐瞒房产骗取
征收补偿款的问题做了核实，违
规领取的补贴补助资金81万元已
全部追回。另外，部分已办理竣工
验收的公租房空置时间已超过一
年， 有的公租房被违规占用 。对
此，马兰霞表示，目前，相关区对
750套空置的公租房启动室内装
修施工，完工后即可配租；被违规
占用的6套公租房已清退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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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套空置公租房启动装修
市审计局报告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95%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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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艳） 昨天，由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编制的 《2016
年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
权（专利）状况》白皮书正式发布。
白皮书显示，2016年，本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明授权量为17509件，
位列全国第一。 白皮书同时揭露
了北京地区战略新兴产业专利发
展仍不平衡的特点，海淀区、朝阳
区和西城区排位靠前， 但部分区
的专利授权量在10件以下。

市知识产权局副巡视员周立
权介绍， 白皮书基于专利视角客
观反映了本市节能环保产业、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
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航空
航天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等九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情况，
包括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总
体状况、 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
业专利状况、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

点关键领域专利状况、 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专利状况以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利运用状况等五个方
面内容。

白皮书公布数据显示 ，2016
年， 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
授权量为17509件，占全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明授权量的16.0%，位
列全国第一； 北京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明拥有量为76373件，占北
京市发明拥有量的45.8%，占全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拥有量的
17.3%，位列全国第一 。在九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 北京市发明专
利拥有量居全国第一的有6个，分
别是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六
个产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和文化创意等三个产业
中发明专利拥有量， 北京排名第
二。 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
创造和运用居全国领先地位。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11月
29日，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
资中心与通州区成立北京市燕东
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今后， 该公司将围绕城市副中心
战略目标和整体部署安排落实各
项工作，探索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的新路径， 助力解决通州职
住平衡问题。

同时， 公司将全面参与城市
副中心建设，完成155平方公里范
围内棚户区改造、 集体土地改革

试点等副中心建设重点工作，大
胆创新改革，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和新的开发建设模式， 全速提
升通州区保障房建设管理水平。

公司成立后将发挥专业化 、
规范化的优势，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做好做细方案编制、土地收储
等工作， 推动通州区新型城镇住
房体系建设、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
整治， 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
管理、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政
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 任洁）市教委、
市食药监局、 市卫计委昨天举办
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在校就餐工
作推进会， 会上要求严格校外供
餐管理， 建立健全供餐企业准入
和资格认定制度， 实行供餐企业
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 定期对供
餐企业开展供餐满意度测评。

目前，本市近130万中小学生
中，每天在校就餐学生达到93.42

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73.43%。
会议要求， 要进一步改善在校就
餐及外供餐基本条件， 规范在校
就餐工作管理， 提升供餐质量和
服务水平，构建以组织领导、法规
制度、日常管理、教育培训、应急
处置和监督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管
理体系。各区加大政府投入，制定
落实优惠政策， 降低学校食堂运
行成本，坚持公益性原则，严禁学

校以任何方式从学校食堂盈利。
同时，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保

障机制， 定期开展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 制订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严格加强对原料供应、加工制
作、餐具消毒、场所环境卫生、人
员健康检查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措
施。严格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层层
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 坚决防止
重大食物安全事件的发生。

建立健全学生营养餐企业准入退出机制

3年后“美丽乡村”成市民后花园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3年

后，本市全部村庄都将变身成“美
丽乡村”， 成为2000多万市民的
“后花园”。昨天，北京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二次会议，
副市长卢彦报告了农业与服务业
融合发展的推进情况。

卢彦表示，2018年底前，本市
将全面开展农村地区环境整治。
重点推进郊区主要道路、 旅游区
沿线及重点场所周边村庄的环境

整治和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完成
一批村庄的建设规划编制和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2019年底前，继续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完成其余村庄建设规划
编制和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2020年底前， 基本完成全部村庄
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实现全面提
高农村文明程度、 全面增加农民
收入、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提
升农村精细化管理水平的目标。

在开展农村饮用水水质提升
和污水治理方面，卢彦提出，2019
年底前，实现重要水源地村庄、民
俗旅游村庄和人口密集村庄污水
处理设施全覆盖 ，2020年全市农
村地区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在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到2020年，
将基本形成以中心村为核心，农
村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村
卫生室、文化活动场所、便民店等
30分钟公共服务圈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京津沪
渝四城区教育研讨会昨天在海淀
区开幕，围绕“深入学习十九大精
神，携手共话新高考改革”主题，
与会者深度交流高考改革背景下
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推进四城
区高中教育优质发展。

海淀区教委主任陆云泉作
《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携手共话
新高考改革》报告，介绍了海淀区
以学生为本，创新推进育人模式；

构建多元化的教师培训体系；建
设学科教研基地； 开展教与学方
式变革等科学稳妥应对新高考的
举措。他表示，当前正处于教育领
域改革的关键期， 新高考改革牵
引下的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深
化，海淀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学
校治理方式需要变革， 教育评价
需要改进。

除了四个城区教委主任的主
报告外，会议还设置了“全面贯彻

十九大新部署， 深化教育体制机
制改革”“面向高考改革的课程建
设”“基于选课走班的教育管理”
“促进学生发展的综合素质评价”
“指向核心素养的教与学方式变
革”等五个主题分论坛，安排了人
大附中翟小宁、清华附中王殿军、
育英学校于会祥等17位深耕高中
教育领域的知名校长和教科研专
家的发言环节， 拓展会议的专业
性和深度。

本市召开中小学在校就餐工作推进会

京津沪渝四城区共话新高考改革

2016年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状况白皮书发布

本市6大产业专利拥有量全国居首

燕东投资公司成立 助力副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北京中医医院与首儿所正式签署
合作协议， 成立 “中医儿科医联
体”， 中医医院的名老中医将在
首儿所建立工作室， 定期出诊，
以更好的为患儿服务。

据悉， 在首儿所中医科举行
的 “中医儿科医联体” 揭牌仪式

上，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和
首儿所所长罗毅为 “中医儿科医
联体” 揭牌。 双方将通过医联体
的合作方式， 在医疗技术、 服务
能力、 科室管理、 远程会诊、 双
向转诊、 教学科研、 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做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中医医院名老中医将定期出诊首儿所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昨天，朝
阳区邮政分公司在垡头支局成立
志愿服务主题邮局。 志愿服务主
题邮局聘请全国劳模李素丽、沈
智慧为名誉局长， 朝阳区分公司
经理袁喜为李素丽、 沈智慧颁发
了名誉局长聘书。

当天， 北京志愿服务联合会
和垡头街道办事处分别为志愿服
务主题邮局授旗， 投递员从北京
禁毒教育基地、垡头派出所、首都

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金蝉
北校区、 武警某部、 康梦圆养老
院、 太阳村等单位代表手中接过
为志愿者赠送的爱心邮包， 骑上
自行车， 将来自志愿服务主题邮
局第一份祝福传递给志愿者。

据悉， 志愿服务主题邮局将
在原有邮政服务基础上， 拓宽服
务内容和项目，增加志愿者茶歇、
爱心衣物和图书等闲置物品交换
驿站、邻里守望、心理疏导等。

朝阳区志愿服务主题邮局开业

本报讯（记者 白莹）昨天，海
淀区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海淀城
管执法监察局拆除蓝旗营地区餐
饮企业二层违法建设， 涉及8家，
共1675平方米。

拆除的违建全部为彩钢结
构， 安全隐患突出， 极易发生火
情， 涉及到的餐饮企业分别为红
辣子、庆丰包子、兰州拉面等，由
于建设时间较久， 大部分都为泡
沫板，安全隐患极大。据了解，此
次海淀区开展为期40天的涉及安
全隐患违法建设整治专项行动，
中关村街道、 海淀城管执法监察

局、公安、消防、食药等多个职能
部门，按照“条块结合，属地管理”
的原则， 通过开展集中清查整治
涉及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专项行
动， 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

海淀拆除1675平方米餐饮企业违建

外国警方来京
“观摩交流”

“我们此行目的就是向中国
向北京警方学习经验， 推动本国
执法水平提高， 为中国首都警方
全流程规范执法点赞 。”11月 29
日， 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东盟警察组织、东南亚及
周边国家18个代表团来到北京公
安局海淀公安分局执法办案管理
中心， 观摩北京警方执法办案场
所。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