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冬衣
送温暖

近日， 为了在这严寒的冬天
给项目部施工人员营造一个温暖
友爱的施工环境， 北京城建十六
公司西河沿项目部开展了 “捐冬
衣、 送温暖” 活动。 项目部购买
了能够防寒保暖的军大衣和军棉
被200套， 项目部全体员工也积
极响应和踊跃捐赠， 共计捐赠棉
衣、 棉裤、 棉被等100多件。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曾南北 摄影报道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 （记者 陈曦）小丑派
对、萌宠乐园、拉美景观……2月
11日， 充满异域风情的花车巡游
彩排在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广场
上演。 据悉， 自2月16日至22日，
2018北京春节“洋庙会”将在这里
举办， 让市民体验中外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感受别样年味。

据介绍， 今年的洋庙会看点
多多，尤其是巡游花车方队，将由
温馨浪漫的音乐花车、 童话风格
的灰姑娘彩车、 复古风十足的老
爷车、幽默谐趣的小丑花车、梦幻
激扬的白羊座花车等五辆花车组
成，届时来自阿根廷、俄罗斯等国
家身着特色服装的近百名外国演
员将组成巡游方队， 伴随着激昂
的音乐，载歌载舞。

庙会期间， 蠢萌的划卡约羊
驼、呆萌可爱的英国设特兰矮马、
拱着鼻子的泰国小香猪、 毛茸茸
的宠物兔、圆滚滚的豚鼠、优雅端

庄的孔雀也将在游乐园 “安家”，
游客可与这些小动物亲密互动。

据了解，“洋庙会” 不仅洋味
儿十足， 而且还将集合老 “东华
门”经营商户，重现“东华门夜市”

的盛况， 包括老北京爆肚、 炸灌
肠、冰糖葫芦、天津驴打滚、面茶、
糖耳朵以及蒙古烤肉、 台湾沙茶
大鱿鱼、天津狗不理、香港铜锣烧
等齐聚洋庙会。 陈艺 摄

为5154名劳动者追发工资340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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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期，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轨道交通3
号线一期 （东坝中街站———曹各
庄北站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目前， 这一地铁线路一期工程已
全线开工建设。

地铁3号线一期是中心城东
西向的轨道交通骨干线路。 项目
建设后将串联工人体育场、 三里
屯、朝阳公园、星火站、朝阳体育
中心、东坝组团等重点区域。

3号线一期与既有2号线 、10
号线、14号线， 在建12号线、17号

线、平谷线等线路换乘。受3号线、
12号线东坝车辆段共址等因素影
响，2016年9月先期获批的3号线
一期 （东四十条———东坝中街
段 ），线路全长13.7公里 ，全部为
地下线，共设9座车站。最新批复
的3号线一期（东坝中街站———曹
各庄北站段）工程，西起东坝中街
站（不含），东至曹各庄北站，线路
全长7.1公里， 全部为地下线，全
线共设6座车站，其中换乘站3座。
至此，3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已取得
立项批复并开工建设， 拟于2021
年12月全线通车试运营。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12315” 发布一月份消费者投诉
分析公示。手机“碎屏险”引发的
消费投诉成为当月投诉热点。

近期，“12315”“96315” 两条
热线陆续接到有关购买碎屏险引
发的消费投诉， 此类投诉主要存
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商家以缺
货、 人手不够等理由拖延更换屏
幕； 二是商家以手机损坏后未在
规定时间内送去指定处鉴定、手
机外观磨损、屏幕漏液、或享受过

多次出险理赔等为由拒绝履约。
目前， 碎屏险的购买渠道主

要有三种。 一种是手机品牌厂商
提供的碎屏险， 第二种是通过第
三方平台购买， 第三种是直接从
保险公司购买。 消费者在选择购
买渠道时要根据自己实际需求，
如果手机在保修期内购买碎屏
险， 尽量选择手机厂家官方提供
的此项服务， 避免保修期内经第
三方商家更换屏幕后， 保修服务
受到影响。

本报讯 （记者 盛丽）20日（正
月初五）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行
5条春运返京专线， 方便北京南
站、北京西站节后返京旅客出行。

20日起， 公交集团将陆续在
北京南站开行4条春运返京专线，
车站均设在北京南站北广场公交
枢纽。其中，从2月20日起至3月12
日春运结束，将继续开行天通苑、
通州两条高铁专线。 由北京南站
分别途经东直门、地坛、大屯、北
苑、天通苑地区和大郊亭、双桥、
通州杨庄、北苑、武夷花园地区。
两条线路每天由北京南站8点后
陆续开始运营直至24:00。2月20
日至2月24日返京高峰期，将根据
晚间临客到达情况持续运营至次

日2:00。线路单一票价20元，持市
政交通一卡通刷卡优惠票价15
元，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无效。

2月20日至2月24日的返京高
峰期间将开通2条夜间高铁快巴。
分别开往方庄、双井、国贸、团结
湖、三元桥方向和牛街、广安门、
莲花池（西客站）、六里桥、公主坟
方向。线路单一票价10元，持各类
免票证件乘车无效。

即日起， 上述四条线路使用
定制公交APP提前3天预订电子
车票可享受钜惠票价6.99元 ，每
天每条线路投放100张。

2月20日至3月2日 （正月初
五-正月十五）23:30至次日2:30，
公交集团还将在北京西站开通至

学院路、中关村的春运专线。线路
由北京西站北广场公交枢纽发
出，途经西三环、白石桥路、学院
南路、学院路、五道口等高校密集
地区。单一票价10元，使用市政交
通一卡通和定制公交APP预订电
子车票可享受优惠票价7元，各类
免票证件乘车无效。

本报讯（记者 张晶） 北京市
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 自2017年
12月1日开始， 全市开展了保障
2018年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专项行动。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检
查用人单位1.46万户， 同比上升
11.7%，涉及劳动者26.16万人；查
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4957
件， 其中工资类案件1699件，占
34.27%， 为5154名劳动者追发工
资3407万元。

据介绍， 为保证劳动者合法
权益，市委市政府、全市解决企业
拖欠工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高度
重视， 形成了从市级到各区、街

（乡、镇）层层抓落实的局面。1月
22日，50余名农民工聚集丰台区
角门北路博爱医院讨薪。 区劳动
监察大队立即进行调查， 经区建
委、公安、信访等相关成员单位8
天的努力，当月30日，所有工人都
领到了劳动报酬；1月25日 ，20多
人聚集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反映
河北某公司拖欠工资共计60余万
元。 通州劳动监察支队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联合约谈用人单位负
责人及相关人员，经三方协商，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此案件涉及106
人，工资79万元，并于1月30日下
午全部发放完毕。

据了解，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

部门多措并举， 在案件查处上做
到快速受理、 快速查处、 快速结
案 ，执法案件结案率100%；畅通
劳动者维权渠道 ，12345、12333、
微信、 微博、 各接待窗口全天候
实施无障碍接待与受理。

此外， 2017年12月13日至今
年1月15日， 全市各级劳动保障
监察机构还对棚户区改造、 老旧
小区供热管线改造等八类重要民
生实事项目中存在的拖欠工资隐
患进行专项检查， 共检查797个
项目， 其中6个项目排查出存在
欠薪隐患， 劳动监察部门依法责
令用人单位整改， 并在规定日期
支付398名劳动者工资45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昨天了解到， 北京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
“善满京城送吉祥 ” 活动 。 其
中， 制作万套 “善满京城” 春节
文明吉祥包赠模范榜样。

春节前， 市委宣传部、 首都
文明办领导分别带队到北京市历
届全国道德模范单位或家中， 开
展走访慰问活动。 节日期间， 邀
请 “2017北京榜样” 代表出席北

京电视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 ，
制作万套 “善满京城” 春节文明
吉祥包赠模范榜样， 发放5000张
春节文化庙会票， 并向历届全国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历届
首都道德模范送上春节慰问金。

据了解， 春节文明吉祥包内
含慰问信、 对联、 窗花、 福字、
挂件、 狗年生肖吉祥物等， 这是
首都文明办连续7年开展春节送
吉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北京
市支援合作办11日表示， 北京和
沈阳对口合作一年多来， 双方发
挥各自优势， 确定产业合作项目
139个， 签署总投资1678亿元，完
成投资362亿元，携手推进老工业
基地振兴发展。

据介绍， 项目主要分布在先
进装备制造、 生物制药、 通用航
空、电商平台、大数据、现代农业、
新能源、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
术、文化创意、军民融合、金融、旅
游等领域。

双方除了互派挂职干部 ，北

京还依托优质培训机构和教育培
训基地， 为沈阳干部人才开展培
训350余人次，建立两市人才信息
共享交流平台， 举办两次在京博
士“沈阳行”活动，13名在京博士
同沈阳市用人单位达成初步意
向， 组织沈阳25家重点软件企业
在京举办人才招聘，120名北京软
件人才签约赴沈工作。

今年京沈将积极推动在大数
据、 人工智能以及石墨烯等高新
技术方面的合作， 不断拓展合作
领域、 深化合作层次， 助力沈阳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手机碎屏险成1月消费投诉热点

5条春运返京专线正月初五开行

地铁3号线一期拟2021年底开通

万套春节文明吉祥包赠模范榜样

京沈合作一年完成投资362亿元

本报讯（记者 任洁）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市统计局昨
天发布，2018年1月份， 北京市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
涨1.4%，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
非食品价格上涨2.0%； 消费品价
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上涨3.7%。

统计显示，1月份食品烟酒价
格同比持平。 其中蛋类价格上涨
18.6%，鲜果价格上涨1.9%，水产
品价格上涨0.9%， 鲜菜价格下降
13.6%， 畜肉类价格下降2.2%(猪
肉价格下降8.6%)。其他七大类价
格同比5升2降。其中医疗保健、居
住、其他用品和服务、生活用品及
服务、 交通和通信价格分别上涨
6.7% 、4.2% 、3.0% 、1.1% 、0.8% ；教

育文化和娱乐、 衣着价格分别下
降3.2%、1.3%。

与上个月相比，1月份， 北京
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
0.4%， 这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拉
动。按类别分，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5%，影响CPI上涨约0.37个百分
点。 其中鲜菜价格上涨14.5%（受
全国多地低温雨雪天气的影响），
鲜果价格上涨4.7%， 蛋类价格上
涨1.4%，水产品价格上涨0.7%，畜
肉类价格下降0.1% 。其他用品和
服务、交通和通信、生活用品及服
务、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1.5%、
1.0%、0.3%、0.1%；衣着、教育文化
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下降0.6%、
0.5%、0.2%。

1月份北京市CPI同比上涨1.4%

洋庙会将重现“东华门夜市”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