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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 昨天，
密云区西田各庄镇坟庄村村民孙
会泉收到了密云法院集中发放的
甘薯款案件执行款。据悉，当天收
到 “血汗钱” 的涉案农民共计35
名，涉及金额37888元。值得一提
的是， 该案从立案到执行完成仅
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平均结案
周期为6天，执行周期为10天。

2017年10月27日至11月1日
期间， 陆续有崔某等35人到密云
法院起诉其所在村经济合作社，
要求该合作社支付其于2015年10
月份从35人处购买的甘薯款共计
37888元。 经法院诉前委派调解，
被告合作社与35名原告达成协
议，约定给付所诉甘薯款。

协议生效后， 该经济合作社

并未自觉履行协议内容 ，2017年
11月21日起，35名申请执行人陆
续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密云法
院执行三庭庭长王晓芳说， 经与
合作社联系后， 合作社表示拒绝
履行义务。后经查实，该合作社名
下银行账户余额足以偿还甘薯
款， 两位承办法官立即通过银行
将37888元甘薯款划至法院指定
账户。王晓芳说，对于此类涉及人
员众多、涉及老百姓血汗钱、农民
工工资等重大涉及民生的案件，
密云法院均会启动“快立、快审、
快执”的绿色通道，帮助当事人尽
快拿到钱款 。 据统计 ，2017年以
来， 密云法院已通过绿色通道快
速执行农民工讨薪、 交通事故类
等涉民生案件400余件。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昨
天， 通州区冬季送暖就业帮扶系
列招聘会在台湖镇举办。 本次招
聘会包括京东科技、 沃尔玛、 东
方百盛、 浙商银行等50余家知名
企业参加。 面向辖区失业人员、
农村转移劳动力、 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以及各类技能人才， 提供了
包括经理主管、 工程技师、 行政
办公、 市场运营、 保安保卫、 技
工普工等3476个就业岗位， 涉及
技术研发 、 金融房产 、 仓储运
输、 生产制造等多个行业。

活动现场还专门为用人单位
和求职个人提供职业指导、 技能
培训、 劳动维权等方面的咨询服
务。 据介绍， 即日起至12月中旬
通州将陆续开展大型招聘会16
场， 通过密集举行的招聘会， 全
力做好就业帮扶工作， 提供就业
机会， 将温情关怀送到失业人员
身边。

活动期间， 区人力社保局 、

各街乡社保所将依托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及招聘会， 通过电话、 现
场、 网站、 微信、 QQ群等宣传
方式， 为辖区内有就业意向的城
乡劳动力提供就业帮扶， 使招用
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了解相
关优惠政策以及具体办理程序。
同时， 根据本辖区内援助对象的

实际情况、 不同需求， 按照北京
市精细化公共就业服务要求， 及
时为援助对象提供 “一对一 ”
的职业指导， 帮助其分析主要就
业障碍及其原因。 招聘会后， 通
州区还将通过建立长效机制， 重
点开展辖区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
帮扶效果跟踪活动。 赵思远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主要
想找个事儿干，不在家闲着，对工
资要求不高。”家住安定门的杨先
生今年51岁， 之前一直在家照顾
父亲。昨天，他来到东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就业帮扶
专场招聘会， 现场有25家单位提
供就业岗位近千个，不到半小时，
他便与一家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以“搭
建东城区就业服务平台， 实现城
乡劳动者精准帮扶”为主题，面向
东城区和周边区域有求职就业意
愿的外来务工人员、 本市农村转

移就业劳动力及辖区有就业意愿
的生活困难人员、残疾人、高校离
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 此次招
聘会提供的岗位涵盖保洁、 服务
员、育婴师等45个工种，与求职者
的需求十分契合。

为了更好地服务求职者 ，此
次招聘会专门设立了政策指导
区，区工商联、区总工会、区劳服
中心和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
心， 派出业务骨干在现场为供求
双方提供政策解答服务， 涉及社
会保险政策、 劳动关系问题等群
众和招聘企业最关心的话题。

此次招聘会还充分发挥职业
指导队伍的力量，利用硬件设备，
搭配科学指导， 精确帮助求职人
员测试职业能力、找准职业方向，
为求职者铺平求职之路。

首场招聘会在台湖镇举办 提供3476个就业岗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步道
通行舒适、缘石圆头整洁美观、无
障碍设施便捷规范……昨天 ，记
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获悉，
本市打造的50条精细化养护示范
路将于年底完工， 为市民提供安
全舒适的出行条件。

50条精细化养护示范路将采
取日常养护精细化的方式， 打造
城市道路养护“样板”，要求步道
铺装平整、连续、横到边、纵到底、
无障碍规范、路缘石美观、车行道
没有网裂碎裂车辙等病害、 检查
井无沉陷等。 这50条道路主要分
布在核心城区、重要联络干线、商

业繁华区、居住密集区等，包括正
义路、朝阳路、高梁桥路、东四西
大街、北辰东路、北辰西路 、莲花
池西路辅路等。另外，对于沿线路
缘石，在斑马线、行人过街和公交
站台等位置，均做坡化处理，降低
路缘石高台，提高盲人、轮椅和婴
儿车的通行安全性和舒适性。

缘石圆头指的是路面隔离带
缘石的半圆形顶端， 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针对五环内破损倾倒、
大块拼砌的缘石圆头进行了更
换。此次专项治理共涉及180多条
路， 计划更换破损缘石圆头4505
处，年底完工。 周世杰 摄

本市入冬以来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上月蔬菜零售价同比降一成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得益
于今年秋冬季蔬菜转换衔接顺利
等多重利好， 入冬以来本市蔬菜
市场量足价稳。 上个月，7家批发
市场的25种蔬菜上市量同比环比
均有增加。在价格方面，上个月蔬
菜零售价同比下降超过10%。

入冬以来， 本市蔬菜主供地
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气候条件
良好，市场供应量充足。11月数据

显示，7家批发市场25种蔬菜上市
量，环比增加6%，同比增加3.8%。

按往年规律， 北京地区蔬菜
每年冬春季的价格都会达到一年
中最高点， 一般情况下进入11月
份价格就会进入上涨区间。 但今
年入冬以来， 本市蔬菜批发价格
较为罕见地出现了9年来首次月
环比下降，降幅2.5%，同比降幅更
是达到了18.4%。 受综合因素影
响，零售价格环比虽上涨了4.2%，

但同比降幅仍达到了10.2%。
分析认为， 菜价低的主要原

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10月上旬北
方产区经历了一轮大范围降雨、
降温天气， 迫使秋冬季蔬菜供应
量提前进入转换期， 拉动菜价提
前进入上涨周期， 入冬以后菜价
上涨的空间有限。 二是主供地蔬
菜生产情况总体优于往年， 北方
产区冬储菜入库量大， 南方产区
蔬菜供应量也逐步加大， 虽然劳

动力、运输成本仍处于上升阶段，
但充足的供应对价格起到了抑制
作用。据新发地批发市场介绍，市
民常吃的“当家菜”品种大白菜、
西红柿、土豆、胡萝卜等产量普遍
增加，大白菜亩产增幅约30%，价
格降幅也达到了30%。

总体来看，市民常吃的“大路
菜”价格稳中有降，但仍有一部分
蔬菜价格下阶段可能出现上涨。
如冬瓜、花菜、青梗菜花、莴笋等

价格因大小年问题， 可能出现上
涨，丝瓜、苦瓜价格可能出现季节
性上涨， 豆角因北方产区10月份
降温提前退市，价格会出现上行。

针对蔬菜价格波动特点， 今
年本市建立了蔬菜市场供应和价
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 初步建立
了以应急调控为抓手、 以应急救
助为保障、 以应急资金为基础的
三级调控体系 ， 从机制上确保
“菜篮子” 量足价稳。

专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近千个

本报讯（记者 唐诗） 昨天，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医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 新浪微博等成员
单位在京共同举办了 “2017微博
健康医疗影响力论坛暨中国健康
科普联盟和中国医师协会”，中国
健康科普联盟正式成立。

联盟成立后， 将推出系列健
康中国工程。其中包括“中国健康
科普主场”。中国健康科普联盟秘
书长王良华表示，“主场将会为人

们打造一个健康信息科学严谨、
知识结构全面立体、 传播方式系
统连续， 能够惠及全民的健康科
普知识传播平台。”

中国健康科普联盟主席郭树
彬表示，“科普内容要有权威性，
医务工作者是提供权威内容的主
体。”据了解，联盟成立后，要求成
员是专业医生或健康宣教专家组
成科普内容生产队伍， 使公众获
得准确有效信息。

密云法院帮农民讨回37888元甘薯款

50条精细化养护示范路年底完工

交警出实招
整治乱停车

从立案到执行仅用一个月

中国健康科普联盟在京成立

昨天上午， 北京交管局涉车
案件侦查专业队会同丰台交通支
队对宋家庄地铁站周边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整治中共计
查处违法停车20余起， 此举有力
整治了宋家庄地铁站附近交通乱
象， 改善了群众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彭程
摄影报道

东城搭就业平台精准帮扶求职者

通州将办16场“冬季送暖”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