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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11月30
日， 北京旅游网年度颁奖盛典颁
奖仪式举行。网友投票86万余次，
评出吴裕泰、稻香村、长城饭店、
乡志精品民宿、 百望山等45家最
爱老字号、酒店、民宿及风景区。

2017年受网友喜爱的北京老
字号企业为稻香村、吴裕泰，受网
友喜爱的精选商旅酒店为伯豪瑞
廷酒店、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长
城饭店、港澳中心瑞士酒店、港中

旅维景国际大酒店、 天津利顺德
大饭店， 受网友喜爱的民宿为国
奥乡居、 乡志精品民宿、 栗林小
院、爨舍、又见逸境，受网友喜爱
的山水风景区为百望山、青龙峡、
黄花城水长城、凤凰岭等。

据介绍，2017年，北京旅游网
每天推出重磅原创文章， 并在网
站最突出位置进行推荐。同时，实
现了英、法、德等8个语种传播，为
推广北京旅游提供多样化渠道。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交管局获悉， 进入冬
季，夜间时段较长，工作日早晚高
峰交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晚高
峰交通压力将更为突出。 周末期
间，大型演出、冰雪运动场所和温
泉酒店将逐渐成为出行热点。

交管局预测， 本周工作日早
高峰期间，预计菜户营南路、西土
城路、农场路、莲石东路、阜石路、
建外大街等路段，以及部分学校、
医院周边交通压力较大，周一、周
四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预计7时
至8时，史各庄中心小学、十八里
店小学、日坛中学、北京八中等校

园周边交通压力较大。另外，天气
转冷， 近期早高峰各医院周边也
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由于冬季天黑得早，气温低，
晚间驾车视线较差， 且路面容易
出现结冰情况。 预计下周工作日
晚高峰，东三环北路、远通桥、东
四环北路、北三环中路、将台路等
路段交通压力较大，周四、周五交
通压力会更为突出。道路方面，建
外大街、通惠河北路、北五环、建
材城西路、紫竹院路、太平路、北
二环、京密路、机场高速辅路等也
容易出现车行缓慢情况。

周末五棵松地区和首都体育

馆将举办演出活动， 易出现车辆
缓行和拥堵。位于昌平、怀柔、密
云、 平谷等地区的热门滑雪场游
客将增多， 周边道路可能出现短
时车多的情况。昌平小汤山、十三
陵、平西府，丰台南宫，顺义高丽
营、 朝阳金盏等地区的温泉度假
村也将成为周末的出行热点。

另外， 根据交管局发布的交
通通告，自2017年12月10日起，朝
阳区北京会议中心东门路口北侧
道路禁止机动车南向北驶入。自
2017年12月10日起， 海淀区北航
附中南侧道路7时至19时，禁止机
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2日 ，
参与北京世园会创意展园设计的
6位国际知名设计师的展园方案
首次公开亮相。 记者获悉， 设计
方案在经过评审、 局部优化后，
将进入施工阶段， 在北京世园会
期间与观众见面。 闭幕后， 五个
创意展园将被永久保留。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王春城介
绍， 今年年初， 北京世园局在全
球范围内遴选国际知名设计师，
在北京世园会园区内打造5个各

具特色、 代表世界水平的精品展
园。 依据专业能力强、 国际影响
力大、 地域代表性强、 设计理念
与世园会主题契合的原则， 确定
了来自美国、 英国、 丹麦、 荷兰
和日本的5组共6位设计师。 在对
北京世园会园区进行现场踏勘的
基础上， 形成了创意展园方案。

此次亮相的五组展园方案 ，
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绵
绵敬意。据了解，这五个设计方案
在经过评审、局部优化后，将进入

施工阶段， 在北京世园会会期与
观众见面。在北京世园会闭幕后，
五个创意展园将被永久保留。

周末大型演出、冰雪运动场所、温泉酒店成为出行热点

北京世园会创意展园方案首亮相

本报讯 （记者 盛丽）上周，东
城区民政局、 质监局联合开展了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级评定工
作。截至目前，全区开业运营2年
以上且符合参评条件的养老机构
全部参与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并参
加星级评定，通过率达到100%。

据了解， 此次共四家养老机
构参评，2016年开业运营的天颐

养老院和康馨园养老院参评二星
级养老机构 ；2011年开业运营的
长青养老院和2013年开业运营的
景山尚爱老年养护中心参加二星
级养老机构的复评。最后， 经专
家组评审， 四家养老机构符合星
评条件， 顺利通过二星级评定，
新评机构可获得二星级称号及市
级以奖代补资金各4万元。

本报讯（记者 孙妍）近日，苏
宁联合中怡康、 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院发布 《2018洗衣机行业白皮
书》。白皮书显示，未来3-5年洗衣
机市场将迎来“慢牛”式增长，健
康、 智能化将成为行业发展新风
口，分区洗、干衣机等新品类产品
的爆发， 将为洗衣机品牌创造弯
道超车的机会。

中怡康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1-10月我国洗衣机市场零售量为
3015万台，同比增长9.2%。随着消
费的升级 ，80、90成为消费主力
军， 人群年轻化意味着家电消费
理念的升级，大容量、变频、烘干、
智能、 健康等逐渐成为洗衣机产
品的代名词，健康洗衣机、智能洗
衣机成为洗衣市场的发展趋势。

健康智能化将成洗衣机行业主流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昨天 ，
北京鸿达助康中心礼堂举办了一
场 《爱的世界充满奇迹》 主题汇
演。该中心近30名教师、北京理工
大学的志愿者和近150名该中心
的孩子和家长， 共同庆祝第25个
国际残疾人日， 为所有残疾人朋
友和关心残疾人公益的各位人士

送上诚挚的祝愿。
现场， 鸿达助康中心的老师

与孩子们纷纷上台献艺， 他们用
歌声、舞蹈、诗词朗诵、乐器演奏
等21个节目表达了对节日的庆
祝。活动最后，鸿达助康中心主任
尤燕兵和全体教职员工为在场的
每位孩子送上了一份节日礼物。

鸿达助康中心师生见证“爱的奇迹”

确保“两节”期间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市人力社保局等12个部门下发通知 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12月1
日， 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部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北京市人民
政府在京举行全国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集中宣传活动， 同步启动
全国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
查工作。为确保2018年“两节”期
间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本
市人力社保局等12个部门联合下
发了 《关于开展2018年春节前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
知》，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今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京视

察提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
李克强总理主持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
效机制以及国务院督查组对农民
工工资进行专项督查， 无不彰显
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要的坚定决心和做好
农民工工资工作的高度重视。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念、围绕“四个中心”开展工作，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以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目
标，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预防
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长效机制
得到落实、 建立拖欠工资 “黑名
单”制度、实现政府投资项目“零
欠薪”、“非法讨薪行为” 得到遏
制，治欠保支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据统计 ，2017年1至10月 ，全
市各级劳动监察机构共查处各类
劳动保障违法案件11087件，共查

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974件 ，
为16566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54
亿元。 处置群体性讨薪事件127
起，涉及4165名农民工。

当前， 本市正处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
的关键时期 ，劳动关系矛盾也进
入多发期。为确保2018年“元旦”
和“春节”期间农民工按时足额拿
到工资顺利返乡， 市人力社保局
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
展2018年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充分发挥

“12方”联动机制，加强隐患排查，
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
为， 及时妥善处置因拖欠工资引
发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对在执
法检查中发现的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的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 切实发挥刑法对打击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的作用。对
采取非法手段讨薪或以拖欠工资
为名讨要工程款， 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 公安机关要依法予
以治安处罚， 全力保障农民工合
法权益。

周一周四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

五展园闭幕后将永久保留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12月2
日是第六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当
天上午，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
管理局联合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
会在天安门与端门之间广场共同
举办“122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
向到天安门、 故宫参观旅游的市
民和游客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展
示警用装备及警民互动。

据了解， 2017年以来本市交
管部门以首都公安工作 “四个第
一” 为总目标， 围绕全市 “三整
顿、 两提升” 缓堵行动， 以 “礼
在北京、 让出文明” 为主题， 深
化系列文明交通宣教活动； 深入
推进重点企业监管和预防重特大
交通事故工作； 依托科技系统，
创新做强 “一区一警” 队伍和工
作， 确保全年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取得新的突出成效。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重点围绕
“三个主题”，突出分众宣传，取得
了良好效果。一是以“礼在北京让

出文明”为主题，联合文明办开展
“一口两线”交通安全宣传。二是
以“小手拉大手”为主题，联合教
委开展学生群体交通安全宣传。
成功举办了全市第二届小学生交
通安全手势操评比活动，形成“学
生带动家庭、辐射社会”氛围。三

是以“做守法模范、树良好形象”
为主题，联合运管局开展公交、出
租等专业运输驾驶人交通安全宣
传。先后印发《出租行业“三不一
树”宣传整治方案》、《公交行业交
通安全综合整治方案》和《出租行
业百分验收工作意见》。 彭程 摄

本市交警走进天安门宣传文明出行

东城四家养老机构服务获星级评定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由首都儿科研究所牵头组织的
“守护儿童健康” 志愿服务联盟
成立， 联盟包括企事业单位及公
司、 慈善及社会组织及高校在内
的25家成员单位。

为搭建儿童健康志愿服务平
台 ， 首都儿科研究所发起成立

“守护儿童健康志愿服务联盟 ”
的倡议。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
有24家单位自愿加入联盟。 在联
盟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 成员结
合志愿服务实际情况， 在创新增
加志愿服务内容 、 整合志愿资
源、 拓展志愿服务新视野与志愿
服务常态的开展进行了讨论。

首儿所“守护儿童健康”服务联盟成立

网友评出2017年度最爱风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