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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洁） 昨天，在
第四个国家宪法日和全国第17个
法制宣传日来临之际， 丰台区地
方税务局联合丰台区环境保护
局、 北京园博园管理中心举办环
境保护税宣传活动， 园博园成为
北京市首家环境保护税宣传教育
基地， 将定期开展生态治理和环
境保护宣传活动。

环境保护税将于明年1月1日
开征。 北京园博园锦绣谷曾经是
个终日尘土飞扬、 弥漫着黑烟的
垃圾填埋场， 如今利用绿色科技

进行生态修复建园，“化腐朽为神
奇”。在这里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
育，具有极好的现实意义。

活动期间， 主办方与企业代
表开展了环境保护税政策讲解，
对纳税人、征收对象、税率、税额
计算方法以及减免政策等内容进
行了答疑， 并共同参观北京京桥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在环保技术应
用及开发上取得的成果。下一步，
丰台区地税局将进一步加大宣传
力度， 不断提升辖区企业和广大
市民对环境保护法的认识度。

本报讯（记者 边磊） 12月4日
是“国家宪法日”。东城区龙潭街
道司法所举办了以 “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推进法治龙
潭建设”为主题的普法活动。

当天，街道“七五”普法领导

小组向12名代表赠送普法书箱。
书箱中包含了贴近社区建设需
求、 结合地区环境整治提升等重
点工作特色的法律书籍。此外，街
道司法所特地制作了40块法治宣
传展板，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法治

宣传墙。 展板展示了龙潭街道五
年来法治建设工作， 包括普法宣
传、依法治理、防诈骗等。同时，街
道民政科、 劳动科等部门还结合
工作实际， 在活动现场进行宣传
和咨询。

当天的普法文艺演出环节 ，
街道将宪法宣传的知识融入舞
蹈、相声、京剧等节目当中。通过
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
让居民更加深入了解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大法， 是治国安邦总章程
的深刻内涵。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佳玮 郑秋颖）北京北部地区一
氧化碳中毒救治网络日前建成，
怀柔、密云、顺义、平谷等区及河
北丰宁地区的20余家医疗机构将
规范救治标准。同时，怀柔医院开
通“绿色通道”，一氧化碳中毒极
危重症患者可直接转至朝阳医院
救治， 或邀朝阳医院高压氧专家
来怀指导抢救。

怀柔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张春
生介绍， 一氧化碳中毒病例治疗

不当极易引发迟发性脑病， 高压
氧是这一病症最有效的治疗手
段。 组建一氧化碳中毒救治网络
后， 所有成员单位一方面在朝阳
医院的指导下， 开展一氧化碳中
毒救治知识普及。另一方面，将实
现社区、120分中心、999、 医院急
诊科、 高压氧科等其他辅助科室
进行同质化、 标准化治疗。 下一
步， 怀柔医院将对各镇乡、 社区
医疗机构， 120分中心等基层医
疗组织机构进行系统指导培训。

本市2017年“12·4”国家宪法日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昨天是
第四个国家宪法日 ， 北京启动
2017年“12·4”国家宪法日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在主会场，由市司法
局局长苗林领誓，法官、检察官、
律师、公证员等行业代表60人，共
同举行“12·4”宪法宣誓仪式。据
统计，16个区将举办28场普法活
动，43家重点行业委办局将举办
137场普法活动。

当天， 智能普法机器人 “小
律” 首次亮相国家宪法日宣传活

动。“小律”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现代科技元素， 能够自主回答
各类宪法和法律问题， 在活动现
场与市民群众进行互动。

据了解，由全市各区、各单位
选送的近百部法宣优秀视频将在
首都图书馆法治宣传阵地“扎堆”
亮相。“以案释法” 讲师团也免费
开讲。 首都知名公益律师现场讲
解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法律知
识，为广大市民答疑解惑，提供免
费法律咨询服务。

另外，在分会场，多个宪法日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活动开
幕式上， 首次实现首都图书馆主
会场与多个分会场同步直播。如
市一中院、 中国人民大学和顺义
区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东城区在
区第一文化馆举办大型法治文艺
演出， 朝阳区在孙河乡法治文化
广场举行法治基地启动仪式，房
山区组织全区各学校开展宪法晨
读活动， 顺义区在减河公园宪法
广场举行大型宪法宣誓仪式等。

龙潭街道文艺演出宣传宪法

京北地区一氧化碳中毒救治网建成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顺义区了解到，“顺义区为老
服务平台”已进入测试阶段，不久
后将成为区为老服务宣传统一的
门户网站。同时，平台还将承担为
老服务资源大数据库的任务。

据了解，顺义区养老机构、养
老服务驿站、为老服务组织、为老
服务商、 老年人助餐点等各类养
老服务机构已达600余家， 机构
式、社区式、居家式等多种方式养

老服务业日益丰富。 但由于服务
资源相对分散、信息不对称，老年
人及其家属对各类养老政策、养
老设施还不是十分了解。 顺义区
为老服务平台上线后， 将成为各
类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桥
梁， 实现各类为老服务机构和人
员队伍的动态管理。 同时加强行
业服务和监管， 掌握为老服务的
需求、项目、队伍、设施及政策的
综合数据。

首家环境保护税宣教基地落户丰台

顺义区为老服务平台将投入使用
千余市民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
市检察机关开展“维护宪法权威、守望公平正义”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香阑 ） 昨
天， 北京市检察院组织全市检察
机关4个分院、16个区院统一同步
开展“维护宪法权威、守望公平正
义”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北京市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敬大力
出席市检察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并
致辞，部分市民代表、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特约监督员、特约检
察员等参加了活动。

此次开放日活动共邀请了千
余名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
及社会各界群众走进检察机关，
让社会公众零距离接触检察机关
和一线检察官， 亲身感受检察工
作，使宪法理念深入人心。

敬大力介绍了全市检察机关

的总体工作情况，他指出，检察机
关始终围绕法律监督职能开展检
察工作， 将法律监督作为主责主
业，充分履行监督、审查、追诉三
项基本职责， 切实维护好整体社
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切
实维护好每一位公民的相关权
益。检察机关在扎实履职的同时，
也坚持不懈地推进检务公开，努
力建设一个透明、开放的检察院，
让公平正义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
方式实现，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

据悉， 北京市检察机关设立
检察服务中心，开通12309检察服
务热线，打造以“京检在线”官方
微信为龙头的首都检察网阵，对

有较大争议、 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案件实行案件公开审查， 专门组
建为代表履职提供全方位服务保
障的检察联络部， 搭建检察机关
与人大代表、人民群众之间的“连
心桥”， 为促进社会公众关注、了
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提供了渠道，
也为检察机关听取外部意见、促
进工作水平提升创造条件。��

开放日活动现场， 与会人员
观看了 《首都检察形象宣传片》，
感受检察官代表结合自身岗位进
行的现场普法， 听取了市检察院
检察管理监督部关于 “两中心一
平台”的介绍，并参观了北京市检
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后设立的专
业化内设机构。

新任公证员
庄严宣誓

昨天是第四个国家宪法
日，北京市司法局、市公证协会
举行了本市公证行业首次新任
公证员宣誓仪式。 市司法局副
局长马燕主持宣誓活动， 市公
证协会会长周志扬领誓， 公管
处处长柴磊监誓， 全市35名新
任公证员在国旗下庄严宣读公
证员任职誓词。

本报记者 李婧 摄影报道

■聚焦“12·4”国家宪法日

本报讯 （通讯员 韩颖 ） 近
日， 通州商资公司启动安全隐患
排查清理整治工作， 以贯彻落实
通州区国资委系统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部署
会精神。

商资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对
租户消防设施、用火、用电、用气
设备和器具进行全面检查， 并对
直管租户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在

排查中， 发现个别租户没有定期
更换灭火器、 电路线路布线不规
范、 电气设施没有定期进行安全
检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检查
人员要求租户限期内更换灭火
器、 整改线路、 清理消防通道杂
物，并在限期内复查。通过排查整
改， 商资公司将落实消防安全制
度，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确保
消防安全工作零事故。

通州商资公司启动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报讯（记者 任洁） 在昨天
举办的东城“12·4”国家宪法日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上， 东城区青少
年法治学院正式成立。 学院将构
建行政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法治
教育研究机构、 普法教师队伍等
多方力量汇集融通的平台， 让青
少年学法、知法、用法。

青少年法治学院是东城区青
少年学院下设的专业学院之一，
其职责由东城区职业大学承担，
东城职业大学校长担任法治学院
院长。今后，东城区教委将依托东
城职业大学的法律专业师资力量
和行政执法培训基地的资源，在
东城职业大学内部设立专门机
构，独立行使法治学院职责。

会上， 东城职业大学与首批
15家资源单位签约， 未来这些资
源单位将按照“四个一”模式参与
法治学院建设工作，即“派驻一名
专员、设立一个基地，打造一门课

程、组建一支队伍”。来自东城区
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环境保护
局、 区国家税务局以及多家律师
事务所等15家资源单位的19名执
法人员和专业律师， 被聘为法治
学院实践基地首批辅导员。

据悉， 青少年法治学院将建
立专家顾问团队， 成立面向中小
学开放的 “法律咨询服务窗口”，
解决学校在依法治理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搭建《道德与法治》课程
建设交流平台， 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优秀教学案例征集和课堂优秀
案例实录展示、选拔等系列活动，
七五普法期间开发出百节精品课
程； 通过国家级法律专业学历教
育， 培养一批优秀中小学法治教
育教师； 开发青少年适宜的鲜活
生动的微课程上线移动终端，面
向全区领导干部和师生构建多层
次、立体化、全方位的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网络。

东城区青少年法治学院成立

智能机器人首次亮相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