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彭小
平， 走进燕京八绝承恩文化传习
大讲堂， 讲述他的 “面人艺术世
界”。现场，彭小平与多名青少年
进行交流互动，展演面人绝技，并
让小观众亲自体验面人的 “揉、
捏、搓、捻、拧、挤、掐、拉”技法，从
中体会匠心的不易。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京成 摄影报道

““面面人人彭彭””走走进进
文文化化传传习习大大讲讲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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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今年
以来， 东城工商分局引导房地产
经纪机构建立合同争议自主快速
解决机制， 帮助重点指导的北京
中海远洋和北京京瑞嘉业两家房
地产经纪机构实现2018年至今零
投诉。

在充分分析12315大数据的
基础上， 东城工商分局将2017年
度投诉较多的两家机构作为重点
指导对象。今年以来，东城工商分
局多次约谈并实地走访这两家企
业，了解投诉多的原因，帮助企业
制定措施、对症下药。同时，积极
向企业宣讲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
企业树立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意

识和自律意识， 通过建立合同争
议自主解决机制， 将矛盾化解在
内部。 并指导企业在经营场所显
著位置公示自主解决机制和工作
流程、投诉电话，要求企业快速解
决消费者诉求。 通过东城工商分
局的行政指导， 两家房地产经纪
机构做到了制度上墙 、 实现了
2018年至今零投诉。

为了震慑不良经纪机构 ，对
于投诉居高不下的企业， 东城工
商分局定期以消费提示、 案例等
形式，通过社区宣传栏、网站、媒
体等渠道予以曝光， 提醒消费者
远离这些不良经纪机构， 以此来
推动房地产经纪市场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记者9
日从北京长峰医院了解到， 为了
让更多的人正确地认识中医、了
解中医， 医院携手影悟一德养心
阁与全国助老委高校专业委员会
合作举办中医健康养生讲座与义
诊活动。即日起，中医科专家走进
高校“宣传中医文化，关爱人民健
康”系列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当天， 长峰医院中医科
专家崔继利与影悟一德养心阁负
责人李巍及两名中医理疗师，来
到北京化工大学老年活动中心，
为化工大学部分教职工进行了一

堂生动、通俗的中医养生常识课。
课上， 中医理疗师张海波为大家
讲解了人体毒素的来源、 对身体
的伤害、排毒的治疗方案及疗效；
随后,崔继利用通俗的语言 、生动
的比喻、 具体的病例为大家讲解
中医调理理论、 调理范围及调理
功效， 告诉大家如何保持身体健
康，如何用中医知识保养身体，授
课内容简单、有效，受到教职工的
欢迎。

课后， 专家为20余位离退老
教授及老教职工开展了中医体
检、 号脉、 按摩及咨询等服务。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记者获悉，即日起，乘坐机场快轨
的乘客可以在东直门站、 三元桥
站进行自助值机，“提前” 领到登
机牌了。

在地铁机场线东直门站的非
付费区 ，6台蓝白色设备一字排
开。 乘客将二代身份证放在设备
上， 就可以选择座位打印登机牌
了。“如果操作顺利， 整个过程只
需要1至3分钟。”一位机场线工作
人员介绍，考虑到机场线到T3和
T2航站楼时间大约是半小时，所
以目前设定航班起飞前两个小时
可以打印机票。

据了解，目前包括国航、东航
等6家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都可
以在机场线实现自助值机， 各航
空公司的客服电话也可以在设备
上查询到。 不过目前机场线尚未
开通行李托运功能。

除了值机设备， 此次机场线
还新添了航班滚动信息屏和互助
式航显设备。“这些信息都是与首
都机场联网的，实现实时更新。每
座航站楼的餐饮、 购物信息等也
可以查询到。”机场线相关负责人
透露。

据介绍，半个月前，机场线东
直门站和三元桥站全部42名站务

员和值班站长完成了1天的培训。
“所有人都通过了考核，可以随时
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帮助。”机场
线相关负责人说，“设备的一些简
单故障的排除， 包括添加纸张等
操作也将由他们完成。”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北京市商务委发布数据， 今年上
半年全市共建便民商业网点742
个，完成全年任务量的53%。

据初步统计，截至2018年1-6
月， 全市共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
零售、便利店（社区超市）等7类基
本便民商业网点约742个，完成全
年任务量的53%，超过时间进度3
个百分点，其中新建542个、规范

提升200个。
分区域看， 城六区共新建和

规范提升373个，占全市的50.3%，
其他区共新建和规范提升369个，
占全市的49.7%。分业态看 ，共新
建和规范提升蔬菜零售网点253
个、其中新建126个，便利店（社区
超市）242个，早餐网点57个，末端
配送（快递）网点116个，家政、洗
染、美容美发网点共74个。

本市启动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普查
将于年底完成 城市运行服务业纳入普查范围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为
了摸清全市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
危害基本情况， 督促生产经营单
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近
日，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
了 《北京市重点行业领域生产
经营单位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
普查工作方案》。 按照有关工作
安排， 将于2018年7月起， 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
生产经营单位职业病危害基本情
况普查工作， 普查工作将于年底

完成。
据了解， 此次普查范围为全

市辖区内重点行业领域的生产经
营单位。 依据相关文件要求， 确
定普查的重点行业领域为： 采矿
业； 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
发和零售业 （加油站）； 住宿和
餐饮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汽车、 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涉
及核技术应用 、 放射性作业的
非医疗机构等 ， 特别是将涉及
城市运行的服务业纳入此次普查
范围。

针对上述行业领域生产经营
单位，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
基本信息、 主要工艺、 岗位及设
备设施等职业病危害辨识信息，
职业病危害申报、 职业健康管理
员、 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培训等
职业健康管理信息， 以及职业病

危害接触情况、 作业场所、 作业
岗位等职业病危害信息。

据了解， 本次普查在市安委
会领导下， 由市安全监管局统筹
负责并组织实施， 各区主导开展
本辖区普查任务， 聘请专业技术
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普查和技术检
测。 截至目前， 本次普查的前期
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动员培训
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7月中旬起，
将正式对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
单位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实施普

查。 预计12月， 形成全市普查工
作总报告。

市安全监管局负责人表示 ，
被普查生产经营单位应主动履行
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配合普查
工作人员如实填报相关信息， 真
实反映职业病危害现状。 希望通
过这次普查， 做好全社会职业病
防治的宣传工作， 倡导广大社会
公众关注职业病危害及本市职业
健康管理工作， 关心自身和身边
人的职业健康。

最快1至3分钟完成选座和打印登机牌等操作

今年上半年建设便民商业网点742个

东城工商助俩房产中介实现零投诉

长峰医院专家进高校讲中医文化

16名消费者分享120万元奖金
北京市有奖发票进行第二期二次开奖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天上
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举办有奖发票第二期二次开奖活
动。在公证处的监督下，北京税务
工作人员从待开奖的9.5万张发
票中现场随机抽取 16张中奖发
票，包括一等奖20万元1张，二等
奖10万元5张，三等奖5万元10张，
奖金总额达120万元。

据了解， 此次二次开奖的范
围为2018年4月1日至6月30日期
间， 已登记参与二次开奖且符合
开奖条件的发票。 为进一步提升
消费者参与积极性， 本期二次开
奖的奖金个数由上期10个增加至
16个， 奖金总额由上期50万元增
加至120万元。开奖结果将在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官方网
站、“北京税务” 微信公众号、“北

京税务” 官方微博等平台向社会
公开，还将通过北京市12366纳税
服务热线短信告知此次中奖的16
名消费者， 以确保中奖者顺利领
取奖金。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孙强表示，
本市自2018年4月1日将有奖发票
试点范围扩大至餐饮业、住宿业、
快递服务业等9个行业以来，尤其
是在4月10日首期二次开奖成功
举办后， 消费者参与发票抽奖的
机会增加， 索取发票积极性显著
提升。 截至目前已累计40.5万人
次，86.7万张发票参与抽奖，一次
开奖日均兑付奖金三万元， 试点
行业税收收入显著提升， 对于进
一步规范纳税人发票开具行为，
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自2017年12月1日起，国家税

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在全市开展
有奖发票试点工作， 联动各区税
务局开展了多样化宣传活动。国
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
将操作流程制作成宣传手册，摆
放在试点企业资金结算处， 便于
消费者知悉抽奖事项； 国家税务
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干部到
试点企业经营场所辅导消费者，
并就消费者反馈较为集中的问题
统一做出解答。

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税务部门将继续深入开展宣传培
训工作， 确保将有奖发票红利落
到实处。 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踊
跃参与， 逐渐养成消费后索取发
票的良好习惯。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从昌平区获悉， 国家税务
总局北京市昌平区税务局正式挂
牌成立， 标志着原北京市昌平区
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昌平区地方
税务局完成合并。

目前， 昌平区税务局已实现
联合党委组建到位、 综合部门集
中办公到位、 “一厅通办” 先行
到位、 履行职责统一到位。

据了解， 北京市已有19个区

（地区） 税务局挂牌成立， 原国
税地税机构职责和工作由继续行
使其职权的新税务机构承继， 服
务职能更加优化， 办税效能进一
步提升。 纳税人可在综合性办税
服务厅、 网上办税系统统一办理
所有税收业务 ， 享受 “一厅通
办” “一网通办” 等更优质更便
利更快捷的税收服务， 12366 纳
税服务热线同步实现涉税业务
“一键咨询”。

昌平区国地税合并正式挂牌成立

机场线东直门三元桥站可自助值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