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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姜楠） 记者近日从怀柔人力社保
局获悉， 该局通过建立实名制台
账、开通“电话荐才”直通车、搭建
就业服务平台、 送岗位进校园等
途径， 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求职
就业。 目前已有1125名毕业生顺
利实现就业，就业率达98.1%。

去年， 怀柔区人力社保局通
过入户摸底调查，逐一电话联系，
以及比对市人力社保局反馈毕业
生信息， 共统计纳入实名就业登
记台账的毕业生1147名， 其中本
科629人， 专科518人， 涉及管理
类、艺术设计类、经济金融类等18
个专业。 为使这些毕业生顺利就
业，区人力社保局深入企业走访，

收集与毕业生专业相匹配的空岗
信息，并通过“电话荐才”直通车，
开展专业对口推荐。同时，通过举
办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
开展暑期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
动， 召开小型就业推介洽谈会等
一系列帮扶措施， 确保毕业生就
业渠道畅通。

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发布 共涉及农户103.3万户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自
2017年1月18日，市公安局环境食
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揭牌
成立1年来，该总队共查破刑事案
件800余起，刑事拘留违法犯罪嫌
疑人近900人，打击了环境、食品
药品、旅游等领域的违法犯罪。

其中侦破环境类案件较前四
年总和增长近17倍； 食药类案件
破案 、 刑拘人员同比分别上升
19.6%和33.6%， 全市非法 “一日
游”投诉量同比下降45%，实现了
打击环食药旅领域违法犯罪多个
首例的新突破； 与行政机关建立
联动机制21项 ， 开展联合执法
2200余次， 整治环境类突出问题

近500个，查处涉污企业530余家，
清理整治制假贩假窝点270余个，
取缔关停黑诊所近150家。

据北京警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 环食药旅安保总队先后与市
环保局、食药监局、水务局等行政
机关，建立了21项联动协作机制，
在环境治理方面， 建立打击污染
环境领域违法犯罪新机制、 河湖
管理保护联动执法机制等11项，
推动了环保联合执法工作站、河
湖警务站和警务联络员建设；食
药安全方面， 建立起京津冀打击
食药领域犯罪警务协同发展机
制， 与食药监局建立10项协作机
制， 推动建立了食品药品执法配
合协调小组。

本市小麦玉米播种面积10年减少过半
本报讯（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北京调查总队获悉， 北京市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任务基本完成，
获取了大量反映“三农”家底的基
础数据。 其中主要农作物小麦和
玉米的播种面积10年减少逾一
半； 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单位
仅占全市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单位
的2.0%。

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
中， 全市共涉及农户103.3万户，
农业经营单位1.2万家，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单位（户）3.2万个，乡
镇（涉农街道）普查对象196个，行

政村（涉农居委会）普查对象3838
个。普查内容包括“三农”基本情
况、劳动力就业、城乡要素流动 、
美丽乡村建设等13个方面， 共获
得6亿笔普查基础数据。

结果显示， 2016年末， 全市
普查区域常住人口1001.6万人 。
从户籍所在地来看 ， 京籍人口
621.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2.1%；
非京籍人口379.8万人 ， 占常住
人口的37.9%。 从就业情况来看，
从业人员有602.8万人， 从事一、
二、 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8.4%、
19.3%、 72.2%。

2016年， 全市实际经营的农
业用地1310.2万亩， 其中实际耕

种的耕地157.8万亩 ， 比二农普
（农业普查10年开展一次） 减少
120.6万 亩 ； 实 际 经 营 的 林 地
1032.0万亩， 比二农普增加214.1
万亩 ； 实际经营的园地116.1万
亩；实际经营的草地及其他4.4万
亩。 全市共有3442个村开展了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已
经完成确权登记的农用地面积
418.9万亩。 全市共有49.2万的农
户和农业经营单位通过转包、转
让、出租等方式流入、流出土地。

2016年， 全市农作物播种面
积215.7万亩 ， 与二农普时相比
减少了近一半。 其中小麦减少了
74.1%，玉米减少了52.6%。2016年

末，生猪、牛、鸡的规模化经营比
例 分 别 为 84.9% 、86.9% 、93.4% 。
从经营方式来看， 2016年， 全市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经营收入
150.7亿元，接待游客2亿人次；设
施农业中， 温室占地面积11.2万
亩，大棚占地面积9.8万亩，温室、
大棚的收入为52.5亿元。

从要素使用来看 ，2016年农
业节水灌溉面积为271.6万亩，占
有效灌溉面积94.0%；玉米每亩化
肥施用量为33.5公斤/亩，小麦每
亩化肥施用量为39.2公斤/亩，玉
米、 小麦等主要作物农药喷洒次
数在2次及以下的占96.0%。

从智能化程度来看，2016年，

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
营的有174户规模农业经营户和
38家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通过互
联网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农
业生产经营户和单位共计 8370
个， 占全市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单
位的比重为2.0%。

农业普查数据为本市全面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制定乡村
振兴规划和 “三农” 政策提供了
翔实的普查数据。 下一阶段， 统
计部门将围绕热点问题以及首都
“三农” 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开展普查数据深度分析研究， 同
时最大限度为社会提供普查信息
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下
午， 朝阳区第二届总部企业年度
沙龙活动在京举办， 近百家区内
总部企业参加盛会。记者获悉，截
至目前， 朝阳区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达到116家，占全市7成。其中，
2017年度， 朝阳区共有33家总部
企业获得北京市总部企业资金奖
励补助支持， 其中包括西门子工
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大众汽
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粮我买
网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据介绍，2017年，朝阳区新引
进华夏出行、 聚美优创等16家国
内外知名总部企业落户， 区内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116家，外

资金融机构322家，均占北京市总
量的七成， 这些高端企业的加速
聚集， 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的功能
定位，辐射带动朝阳区内CBD、中
关村朝阳园、 奥运文创实验区等
功能区发展， 助推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极。

朝阳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直以来，朝阳区把发展总部
经济作为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
升城市品位的重要动力引擎。通
过实施重点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加大培育力度，优化配套服务，总
部经济实现了健康快速发展 。
2017年总部企业共计实现区级收
入156.63亿元，占总量的33%。

记者在活动现场获悉， 阿里
巴巴达摩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落户朝阳区，由阿里巴巴（中国）
有限公司直接投资， 主要进行基
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
标志北京市已经成为阿里巴巴在
杭州以外职能最完备、 机构设置
最齐全的科技创新基地。未来3年
内， 阿里巴巴在技术研发上的投
入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 首批公
布的研究领域包括：量子计算、机
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
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人机自然
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 、嵌
入式系统等，涵盖机器智能、智联
网、金融科技等多个产业领域。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
者昨天从北京交管部门获悉， 本
周四起2018年春运将全面开始 。
针对北京西站春运期间的大客
流， 交管部门将采取在西站南北
广场等地区增加临时落客区、 修
改停车场出入口位置等措施缓解
区域交通压力。

在北京西站北广场， 往常送
站车辆如临时进站停车， 需要将
车开到西站二层临时停靠区， 而
往往这一区域因车辆众多易出现

拥堵情况。 针对春运车流量大的
特点， 交管部门在西站北广场划
出临时落客区， 送站车辆可以不
用排队进站 ， 直接在此临时停
靠， 极大地缩短排队等候时间，
方便旅客出行。

记者在西站北广场地面停车
场看到， 原有的停车场出口与入
口相近， 车流量大时容易出现拥
堵 ， 车辆 “进不来 ， 出不去 ”。
交管部门针对这一情况对停车场
进行优化改造， 将出口向西移动

50米， 有效隔离了进、 出车流，
缓堵效果明显。

丰台交通支队西站大队副大
队长韦崇旭介绍说， 旅客在莲花
池东路车流量较大时 (去往西站
北广场) 可选择绕行西站南广场
进出。 在南广场门前， 交管部门
同样设置了临时落客区， 车道数
量由原先的两条车道拓展为三条
车道， 在羊坊店路的南口也新设
置了临时落客区， 最大限度方便
旅客出行缓解区域拥堵。

公安联合行政部门查破800余起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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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16家 阿里巴巴科技创新基地落户

朝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占全市7成

迎春运北京西站增设车辆临时落客区

406套真品清《大龙邮票》在京现身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昨天，

两位国家级邮票鉴定专家———原
中国集邮博物馆馆长关鹤舞 、中
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专家李虹对从
全球各地收集而来的406套“大龙
邮票”进行了真伪会诊，经鉴定这
406套全部为真品原票。

今年是“大龙邮票 ”诞生140
周年，为此，北京市邮票公司收集
了2078套“大龙邮票”。两位资深
邮票鉴定专家本着 “不让一枚假
票流向市场、 不让一枚有问题的
邮票流向市场， 不能让消费者花
冤枉钱” 的原则， 将分批次鉴定
“大龙邮票”真伪，昨天上午首批
鉴定了406套。在《大龙邮票》原票
部分鉴定全部完成后， 将面向社
会公开发售《大龙邮票》珍藏版和
《大龙邮票》至尊版。

据了解 ，1878年清朝政府在
北京、天津、上海、烟台和牛庄（即
营口）五处设立邮政机构，附属于
海关， 上海海关造册处当年即以

蟠龙为图案印制了一套三枚邮
票。这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
集邮界习惯称其为 “海关大龙”，
简称“大龙邮票”。 边磊 摄

怀柔区返乡毕业生就业率达98%

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开工
2018年北京城建二吊装分公司与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签订 《塔

式起重机委托管理协议》后，近日开门“刷”出生产经营第一大单———城
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C标段23台塔吊的安装管理任务。 该工程建
筑总面积27.01万平方米，由23栋住宅楼组成，均为住建部推广的装配
整体式剪力墙结构，工程总投资额15.3957亿。 通讯员 齐培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