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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首都文明办联合市环保局、 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等启动 “V蓝·北
京 ” 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 。据
了解， 今年本市将评选2018年度
“优秀环保公益组织”100个、“绿
色生活好市民”200名。

据了解， 今年本市还将重点
开展多项 “V蓝·北京”2018互动
传播公益活动。其中包括：开展暑
期“空调调高一度”专项行动。利

用 “V蓝北京 ”微信号 ，开展针对
夏季空调使用情况进行互动调
查，走进商超、酒店等大型用电企
业， 通过主题演讲和现场实验的
形式宣传空调节能小窍门， 引导
市民群众主动践行绿色消费。推
出供暖季环保论坛。 还将同步推
出“供暖季绿色出行达人”有奖互
动 ，鼓励市民在 “V蓝北京 ”微信
平台晒出绿色出行中的精彩故
事、趣味图片、视频等。

本报讯(记者 李婧) 14日，东
城法院依法执行了一起关于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案件， 执行法
官张磊依法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被执行人采取了相应措施。
据悉， 这也是北京市第一起关于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案件。

2017年起， 侯先生及其妻子
李某、儿子侯小某，多次对侯女士
进行威胁 、骚扰 、辱骂 。 2017年2
月， 侯先生等人甚至以侯女士有
精神病为由， 将其强制带到某医
院，后侯女士家人报警，事情才得
以平息。此后，侯先生一家仍对侯
女士进行辱骂， 且多次跑到她家
中闹事。2018年1月17日， 侯女士
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以
遭受家庭暴力为由， 申请法院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并向法院提
交了录音、照片等证据。

1月19日，东城法院经审查认
为， 侯女士的申请符合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并作出裁定：
禁止侯先生等人殴打、威胁、辱骂
侯女士，禁止侯先生等人骚扰、跟
踪、接触侯女士，有效期为6个月。

4月24日，侯先生及其妻子李
某等人仍跑到侯女士住所处砸门
并辱骂威胁。4月26日， 侯女士向
东城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申请法院保证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顺利执行与实施。5月14日， 侯先
生的妻子李某经传唤来到法院。

经过合议，下午4点半，执行
法官宣布依法对李某进行强制执
行，并要求其缴纳罚款1000元。此

外，要求李某当场签订承诺书，保
证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人身
安全保护令期间不再对侯女士进
行跟踪、骚扰、辱骂等行为。

据承办法官介绍， 对于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法院将采取
训诫、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 ，保
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依法维护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

只需核验身份证明材料原件 如：身份证、护照等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昨

天下午，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布 《关于取消身份证明材料
复印件作为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
款业务办理要件的通知》。 通知
称， 今后取消身份证明材料复印
件作为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业
务办理要件。

通知称， 缴存单位经办人在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柜台办理住房
公积金登记开户业务 （含已在网
上完成单位登记开户手续前往柜
台办理登记确认的经办人）、 办
理经办人变更业务， 只需核验经
办人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如：
身份证、 护照等， 下同） 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并留存经办人的身

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缴存单位经办人或职工申请

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 、 异地转
移、 账户变更为分中心账户、 个
人信息变更业务时， 只需核验身
份证明材料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
并留存复印件。

职工申请办理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申请、 贷款还款变更等各
项业务时， 只需核验职工本人及
配偶、 抵押人、 二手房售房人、
代理人等业务当事人身份证明材
料原件， 不再要求提供并留存复
印件。

同时， 各单位在办理业务过
程中， 应按照业务要求通过高
拍仪 、 扫描仪等设备采集身份

证明材料原件形成电子档案保存
在系统中， 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调
取使用。

缴存单位为职工批量办理
住 房 公 积 金 提 取 业 务 时 ， 认
为 提 交 职 工 身 份 证 明 材 料 原
件确有困难的 ， 应书面说明原
因并承诺承担相应责任， 经管理
部审核同意， 可提交身份证明材
料复印件替代审核原件。 各单位
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采集身份证明
材料复印件形成电子档案保存在
系统中。

此外，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
中心、 中央国家机关分中心、 北
京铁路分中心可参照本通知执
行，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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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法院执行本市首起人身保护令案件

本报讯（记者 孙艳）昨天，京
津冀博物馆协同创新发展合作协
议正式签约， 三地博物馆将围绕
五个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统筹，
建设博物馆生活圈。

当天，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
小峰，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局
长金永伟，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
立方，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白云涛，
恭王府博物馆副馆长边伟， 北京
鲁迅博物馆党委书记、 副馆长李
游分别代表各自单位签署协议。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联合建立

“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发展领导联
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负责全
面推进协同发展， 研究部署重大
合作事项， 指导制定专项合作规
划、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落实政
策和资金支持， 协调解决战略合
作中的相关政策问题。

联席会议成员由三地文物局
和部分在京中央部委所属博物馆
负责人， 以及三地省级博物馆馆
长、 三地文物局相关处室的主要
负责同志组成。联席会议下设“京
津冀博物馆协同发展推进工作办
公室”， 主要负责各项活动的管

理、组织与总结，以及协调落实相
关各项工作与日常沟通联络。

届时， 三地博物馆将围绕五
个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统筹强
化规划部署， 共同推进京津冀博
物馆建设一体化； 联合开展科学
研究， 加强博物馆藏品资源整合
和开放共享；围绕国家战略部署、
突出合作重点， 提高城乡区域文
化协调发展水平； 促进馆际交流
合作， 促进京津冀区域内博物馆
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流
动； 携手促进博物馆全面融入社
会生活，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

三地博物馆藏品将开放共享

本报讯（记者 唐诗）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食药监局获悉，13日
至14日，百度外卖、美团外卖、饿
了么三大外卖平台下线违规餐饮
店铺新增3120家。同时，三大外卖
平台已要求北京地区所有店铺公
示的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或
餐饮许可证等证件照片于5月底
前，全部替换为彩色原件扫描件。

据悉， 三大外卖平台开辟了
违法商户公示栏， 合计下线违规
店铺2万家， 并对证照的真实性、
合法性做出公开承诺。目前，三大
平台北京地区所有入网店铺都在
“资质”一栏单独以文字形式公示
与食品经营许可证内容一致的名

称、经营场所、经营项目、许可证
号、许可有效期限等信息，以便消
费者认读查看。

对于公示复印件扫描、 黑白
扫描件、证件照片模糊不清、不能
拖拽放大等资质信息的网餐店铺
全部予以暂时下线处理。 截至目
前， 美团平台上传符合要求的照
片2286家， 百度外卖上传912家，
饿了么上传2000家。

市食药监局指出， 平台审查
并公示商家资质是法定义务，所
有外卖平台必须无条件公示店铺
资质信息， 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
查询手段， 平台方均不得人为设
置任何技术障碍。

在在职职党党员员进进社社区区 工工商商礼礼包包随随身身行行
昨天，昌平工商分局的在职党员李慧慧，来到昌平城北街道五街社

区党支部报到，将一份“大礼包”交给了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高蕊。这是昌
平工商分局机关党委，为每名到社区参与服务的在职党员准备的，涵盖
了工商职能方方面面的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2018大兴区产业空间发展推
介会获悉， 大兴区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以来， 已拆
除腾退土地超过9万亩，共储备14
个地块约5000亩产业用地， 并达
到入市条件，今年还将推进6个地
块约400亩集体租赁住房项目。

大兴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
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改革试点为契机， 通过疏解整
治、拆除腾退，大兴区将致力于新
增大量的产业空间， 从而推动区
域品质提升。

目前， 大兴区围绕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支撑的区
级、 镇级以及地块控制性规划已
形成体系， 入市地块总量、 布局
和实施时序已经全面确定。 黄村
镇拟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包括狼垡地区、 芦城地区和孙村
地区。 其中， 狼垡集体产业用地
因该区域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
毗邻丰台总部基地， 适合于打造
一个集现代商业、 办公、 综合服
务业为一体的 “中国活力港 ”，
打造成为富有现代产业气息的北
京总部新基地， 同时通过搭建完

善的创业服务平台， 将这里打造
成创业者天堂和充满活力的产业
孵化基地。

魏善庄镇成功举办2016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 ，2017年获评住建
部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将把握
全国特色小镇、文化中轴、北京新
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发展机遇，打
造“两区一带”，即临空高端服务
承载区、 国门商务区和南中轴文
化带。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上市土地指标共100公顷，围绕南
中轴按北、中、南均衡布局，形成
北、中、南三个组团。

大兴今年将推进400亩集体租赁房项目
14个地块5000亩农村集建地将入市

京津冀三地将合作建设博物馆生活圈

本市将评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

外卖平台店铺需公示证件扫描原件

提公积金不再需要身份证复印件

本报讯（记者 张晶）昨天，负
责北京冬奥会场馆及配套设施建
设的市重大项目办 ， 邀请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
员会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及市场开发权益保护专题宣贯
会”。53个冬奥工程参建单位相关
负责人， 以及市重大项目办工作
人员共150余人参加学习。

随着冬奥会进入 “北京周
期”， 奥运热日渐升温。 一些企
业、 个人有意无意地蹭热度， 使
用奥林匹克标志进行推广活动。
殊不知， 这极可能已经触犯了法
律法规。

在奥运期间严格保护奥运知
识产权， 是北京市携手张家口市
申办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时
中国政府做出的一项庄严承诺。
奥运知识产权保护最核心的部分
是奥林匹克标志， 包括国际奥林
匹克委员会的奥林匹克五环图案
标志、 奥林匹克旗、 奥林匹克格
言、 奥林匹克徽记、 奥林匹克会
歌， 奥运会会徽等。 这些标志都
是国际奥委会或者承办城市组委
会的权利， 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

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
的， 或潜在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
克标志。

此次活动中， 全体参会人员
系统学习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法规。 特别是结合北京冬奥
会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 研讨了
如何在切实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
权的前提下， 做好规划建设运营
中的创新工作。 进一步提高冬奥
工程各参建单位和人员对奥林匹
克知识产权保护和奥运会市场开
发的认识， 营造好保护奥林匹克
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

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通过开展培训和加强宣传教
育，有助做好侵权预防工作，进一
步提高冬奥工程参建人员对奥林
匹克标志权益保护的认识和自觉
性， 增强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
的法律意识。今后，将在北京冬奥
组委的指导下， 督促冬奥工程建
设参建企业切实推进户外广告控
制、开展清洁场馆行动、防范和制
止隐性营销等相关工作的落实。
尊重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和相
关权益， 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蹭冬奥会热度可能犯法
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宣贯工作深入冬奥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