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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记者
近日从房山区获悉， 该区新设企
业服务专厅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二
层服务企业专厅正式对外运行，
实现新企业开办“五天全办好”。

本着“只进一门，只对一窗”
的原则， 新设企业服务专厅按照
工商、公安、国地税等相关部门集
中入驻、 独立运行的方式设置办
事窗口，新开办企业“只对一窗”
即可办理申请执照、发票、刻章等

全部流程业务。 目前房山区正在
积极推进工商登记 “全程电子
化”， 区内的新设企业只需登录
“北京工商网上登记系统”并填写
相关资料后， 在手续齐全的情况
下当天即可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实现“零见面”办理。

今后， 房山区还将持续梳理
优化各类事项办理流程， 不断提
升政务服务工作水平， 全力打造
更为便捷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马超） “寻樱花
足迹，享文化韵律”主题活动昨天
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办。
500余株粉红嫩白淡绿的樱花竞
相盛放。 在中国街长廊里， 游客
专注地学习和体验着书法、 绘制
京剧脸谱、 手工制作宫灯、 剪纸
等多种传统文化和 “绝活”。

本次活动由牛栏山镇政府联
合耿丹学院共同举办， 旨在通过
开展诵国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等形式，进一步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 增进地区居民文化认
同，为醇香古镇注入新内涵，推动

文化强镇建设。据了解，耿丹学院
创建于2005年， 是在原北京维尼
纶厂基础上建造的一所新型大
学。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工学、艺
术为主体的创新型本科院校。

房山区服务新企业“五天全办好”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自13
日起， 昌平区旅游委正式启动为
期7个月的 “全域旅游·昌平服务
品质提升年”系列活动，包括服务
标准培训、导游服务技能竞赛、志
愿者公益讲解、旅游企业等级（星
级） 复核和游客满意度调查共五
大项活动内容。

在服务标准培训方面， 将邀
请行业专家向该区A级景区 、星
级酒店、旅行社、星级民俗村（户）
和特色业态从业人员详细讲解相
关行业标准； 在导游服务技能竞
赛活动中， 将通过撰写个人介绍

初筛决赛人员， 然后进行现场模
拟、情景再现等比拼，评选最佳导
游之星和最美讲解员各五名。

活动还将组建昌平区旅游志
愿服务团队， 在重大节假日期间
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 咨询引导
等服务。此外，昌平区还将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开展游客满意度调
查，找准服务痛点。活动结束后，
昌平区旅游委对存在突出问题的
旅游企业，将提出整改建议，督促
整改；对表现优异的旅游企业，将
制定昌平区优秀旅游企业名录向
社会推广。

昌平开启旅游服务品质提升活动

马甸东天桥被撞受损需换新梁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据

北京市路政局发布消息， 4月14
日， 北三环中路安华桥东天桥和
马甸桥东天桥因超高车辆通行撞
击 ， 造成桥梁承载力受损 。 目
前 ， 安华桥东天桥已经修复完
毕。 马甸东天桥受损较重， 需要
更换新梁体。

当天上午， 城市道路巡查人
员发现北三环中路安华桥东天桥
和马甸桥东天桥梁底出现不同程

度损伤， 经初步判断为超高车辆
撞击所致。 在发现被撞后， 北京
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响应， 报警并积极
配合追查肇事车辆 ， 同时组织
人员将事故造成的现场危险悬挂
物进行清理 ， 防止次生事故发
生。 随后到场人员立即开展了勘
察工作， 并采取了安华桥东天桥
局部封闭导行维护、 马甸桥东天
桥断行的维护方式， 确保行人通

行安全。
经判断， 两座天桥承载力受

到一定程度影响。 经北京市城市
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对两座天桥特
殊检测， 安华桥东天桥因损害较
轻， 14日晚已将撞损部位临时修
复。 马甸东天桥因受损较严重，
于昨天凌晨4点40分将梁体吊装
拆除， 交通恢复正常。 新梁体将
在异地制作好后运过来吊装， 更
换新梁体的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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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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
度，受元旦、春节效应影响，本市
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以涨为主。其
中，蔬菜、鸡蛋、牛肉、羊肉价格规
律性上涨，粮油价格以稳为主。

据了解， 年初蔬菜批发价格
为1.07元/500克； 春节前连续上
涨，最高价为2.06元/500克，较年
初累计上涨92%； 春节后缓慢回
落 ，3月底批发价格降至1.15元/
500克。 一季度生猪集中出栏上
市，市场供应量居高不下，供应充
足促使猪肉价格出现持续下降。
春节后，鸡蛋价格开始回落，但由
于去年同期鸡蛋价格处于近十年

较低水平， 致使同比价格涨幅仍
较为明显，月平均批发、超市价格
分别为每500克4.02元 、4.9元 ，同
比涨幅分别为54.02%、36.49%。

此外， 一季度牛肉、 羊肉价
格持续恢复性上涨。 牛肉月平均
批发、 超市价格分别为每500克
24.88元 、 37.19元 ， 同比涨幅分
别为7.01%、 6.23%。 羊肉月平均
批发、 超市价格分别为每500克
22.95元 、 40.22元 ， 同比涨幅分
别为29.66%、 2.97%。

据介绍， 进入4月份，气温上
升，本市蔬菜供应进入轮换期。供
应转换降低了蔬菜的生产、 运输
成本，促使蔬菜价格季节性下行，

且随着气温的迅速回升， 蔬菜生
长速度加快，降幅将逐步扩大。

随着气温升高， 鸡蛋产蛋量
将有所增加，且储存时间缩短，增
加了鸡蛋的供应量， 抑制鸡蛋价
格上涨空间。加之气温上升后，鸡
蛋生产、运输、人工等成本将有所
降低，预计鸡蛋价格将稳中略降，
同比涨幅有所收窄。此外，随着天
气日渐转暖，牛肉、羊肉消费将进
入季节性淡季， 消费需求趋于减
弱， 有利于缓解当前供需偏紧的
局面，牛肉、羊肉价格将出现季节
性回落。 但由于去年同期价格持
续低位运行，牛肉、羊肉价格仍将
同比显著上涨。

一季度农副产品价格以涨为主
随着气温回升鸡蛋价格稳中略降 蔬菜降幅逐步扩大

军地单身青年牵手春天觅情缘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牵手

春天，情定特战军缘”2018首都军
地青年交友专场联谊活动昨天在
某部驻地举行，120名驻京部队单
身青年官兵和120名来自市属国
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未婚男女
青年参加。

本次活动由市双拥办、 市民
政局、 市妇联和北京卫戍区政治
部联合举办。 在场的单身青年每
人手持一枝红玫瑰， 表达了对美
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一位军人
表示，部队管理严格，平时工作繁
忙，接触女性的机会相对较少，希
望在这次联谊会上能收获一份向
往已久的爱情。

当天，主办方精心设计了“爱
的抱抱”、“心有灵犀”“丢手绢”等
游戏， 使单身青年男女很快打破
尴尬的局面，迅速熟悉起来，互致
问候。在最后的真情告白环节，共
有24对青年男女牵手成功， 领取
了心动大礼包。联谊会结束后，青
年们参观了一个连队的内务建

设，随后大家共进自助午餐，进一
步增加交流机会。

今年是北京市妇联与北京卫
戍区军地牵手共创联谊活动的第
14个年头， 已促成数百对军地青
年喜结连理。市妇联表示，这项活
动是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的工作之一。今后，市妇联
将进一步推进家庭服务行动，促
进家庭服务工作向规模化、 网络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继续开展公
益性交友联谊活动， 提供婚恋家
庭问题咨询、 婚姻关系指导讲座
等服务。 通讯员 吴迪 摄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办樱花节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昨早7
时，北京半程马拉松赛拉开帷幕。
北京环卫集团旗下北京机扫公司
作为本次马拉松比赛的环卫服务
保障单位，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共
出动环卫车辆49辆，作业人员180
人，提供移动卫生间51座。

据了解， 北京机扫公司承担
着长安街及延长线、 城区主要环
路、 天安门及奥林匹克公园等重
要道路和重要区域的环卫服务任
务。比赛现场，天安门环境服务中
心、 环路运营中心和奥园环境服
务中心一棒接着一棒， 实现了赛
事保障的无缝衔接。

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通过增
加垃圾清运效率， 临时增设果皮

箱 、 15个 1100升垃 圾 箱 ， 中 、
小 、 微型新能源车立体组合作
业， 高压水车、 洗地车冲刷作业
等方式， 多层次、 全方位对起点
及赛道进行拉网式清扫； 环路运
营中心通过在每个比赛途经路段
的饮水休息点安排2名保洁员收
集水瓶、 纸杯等垃圾， 安排3部
大型垃圾压缩车、 4部大型清扫
车、 2部大型洗地车、 5部水车跟
随运动员依次做好各饮水休息点
垃圾清运工作； 奥园环境服务中
心通过27名保洁员到指定区域开
展网格化作业， 重点区域增设8
个1100升垃圾箱、 压缩车、 统一
收运等方式， 实现了落地垃圾的
迅速清理。

环卫全程保障北京半程马拉松赛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获悉， 解放
军总医院、 陆军总医院、 北京儿
童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
院和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5家医
疗机构为北京市项目定点医疗机
构， 可承担先天性结构畸形患病
儿童救助及医疗费用补助。

市卫计委表示， 申请救助的
患儿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临床
诊断患有6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疾
病：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

系统及生殖器官 、 肌肉骨骼系
统、 呼吸系统和五官严重先天性
结构畸形 ； 年龄在18周岁及以
下， 家庭经济困难并能提供低收
入证明， 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
3000元， 方可申请救助。 同时，将
对患儿申请救助日期的上一年度
1月1日之后， 在定点医疗机构的
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医疗费用
给予补助。 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
销之后的自付部分， 一次性给予
3000至30000元补助。

5家医院可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

安全教育
进社区

昨天，“通州区4·15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现场通过发放宣传材料、 宣传物
品、 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群众传播
反奸防谍、 防范敌对组织滋扰破
坏等涉及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安
全知识。 该区在乡镇街道设立了
14个分会场， 同步开展集中宣传
活动。据介绍，通州将通过举办一
次群众喜闻乐见的国家安全宣传
活动等“十个一”工作，确保国家
安全宣传教育见实效。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