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东城区
域内17个街道建立商会全覆盖、
商会联合党委全覆盖、 社团登记
注册全覆盖、专职工作者全覆盖；
接下来， 将实现商会党建工作者
全覆盖、 街道商会办公地点和联
合党委工作站全覆盖， 最终实现
基层商（协）会建设的“六个全覆
盖”。 这是记者从东城区工商联、
东城区工商联非公企业党委举办
的 “突出党建引领 服务中心工

作”培训会上了解到的。
据了解， 东城区工商联非公

企业党委将借鉴 “南锣经验 ”
“簋街模式”， 推广龙潭街道商会
参与 “小巷管家” 经验， 进行成
果转化， 推广运用到参与和服务
“崇雍大街” 整治提升等重点工
程中。 同时， 推广 “龙潭街道商
会联合党委集结哨项目”， 探索
实现 “街道工委吹哨， 商会联合
党委报到” 等。

东城17个街道商会将实现六个全覆盖北京持续加大机动车排放检测监管力度
上半年处罚违规检测机构24场次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今年
以来， 北京市、 区两级环保部门
执法力度不减， 高压态势不降，
依法严肃查处检测机构各类违法
行为， 上半年共处罚违法违规机
动车检测机构24场次， 16家检测
机构被环保部门记分 ， 累计37
分； 处罚金额总计99.5万元， 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6%。

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 执法人员积极创新监控手
段， 不断推进管控的科学化。 通
过加强网络监控， 对检测老旧车
多且一次合格率高的检测机构进

行重点监控 ， 通过分析过程数
据、 核实环境参数、 查看视频录
像等手段， 发现违规行为。 执法
人员还以不合格车辆为切入点，
采取顺查和倒查相结合的方式，
深挖违规线索。 针对网络后台监
控中发现的问题， 委托专业公司
增加多项报警功能， 使 “软件控
制” 与 “网络监控” 互相补充，
为查处违规行为提供技术支撑。

记者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 ，
环保部门共处罚违法违规机动车
检测机构24场次， 按照 《北京市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记分制管理

办法 （试行）》， 有16家检测机构
被环保部门记分， 累计37分； 处
罚金额总计99.5万元，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46%。 此外， 市环保
部门向质监、 公安部门移交检测
机构违法线索3起。

此外， 全市16个区落实 “国
家、 省、 市三级联网” 要求， 建
成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监管系
统， 实现各区与市机动车排放管
理 中 心 报 警 数 据 和 监 控 信 息
的 实 时共享 ， 各区根据相关数
据有针对性地开展重型柴油车倒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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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昨
天， 北京市轨道交通反恐防恐社
会宣传暨第八届安检宣传展在地
铁14号线方庄站正式启动。 宣传
展以 “安全·安心·安行 ” 为主
题， 并同步在全市31座地铁车站
设置分会场开展宣传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市民
不仅可通过现场安检人员的讲解

了解到安检工作的历史沿革 、
禁带物品目录及安全出行知识 ，
还 可 以 现 场 体 验 便 捷 式 炸 药
探测器 、 便携式液体探测器和
台式液体探测器等常用安检设
备 。 科技感十足的魔术表演让
观 众 在 互动中切实感到安检在
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方面的不可或
缺的作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新疆和
田地区首例精囊镜检查治疗手术
在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成功开展， 北京世纪坛医院泌
尿男科专家、 现挂职和田地区人
民医院副院长陈达， 为一名顽固
性血精并射精困难的青年男性患
者成功实施了手术。 这是记者昨
天从市支援合作办了解到的。

据介绍， 患者为男性，30岁，
因 “顽固性血精伴射精困难并不

育，药物保守治疗无效”就诊于和
田地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经过
全面的术前检查， 考虑诊断为精
囊炎、 精囊结石、 射精管开口狭
窄。患者症状明显，且因长期精神
和心理压力巨大， 对生活造成极
大困扰。 泌尿男科专家陈达在详
细评估病情后， 决定为其实施精
囊镜探查治疗术。 本次手术解决
了困扰患者的顽疾， 患者及家属
对手术效果极为满意。

本报讯（记者 张晶）昨天，第
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北
京市选拔赛暨“创业北京”创业创
新大赛通州区选拔赛在北京财贸
学院正式启动，10个创业创新项
目入围本次区级选拔赛决赛，并
评出创新组、 创业组一等奖各2
名，优胜奖各3名。据悉，大赛一等
奖的创业项目将被推荐参加北京
市选拔赛的最终角逐。

本次通州赛区决出的VR技
术汇智设计应用、 胜利祥健健康
管理服务项目获创业组一等奖，
Insar应用云平台、 人员应急疏散
仿真系统DELAB/tpCAD项目获

创新组一等奖。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北京市选拔赛暨“创业北京”
创业创新大赛分为创新项目组和
创业项目组两个组别， 分为区级
选拔赛、市级选拔赛两个阶段。各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组织本区项目
报名和参加区级选拔赛， 并择优
推荐项目参加市级选拔赛。 据统
计， 截至目前全市共征集创业项
目691个，其中创新组286个，创业
组405个。

根据各区进度，顺义区、房山
区、延庆区、平谷区、开发区已经
全面完成区级选拔赛， 选拔出了

肿瘤新生抗原个性化疫苗、 电动
汽车智能无线充电系统等优秀创
业项目晋级北京市选拔赛。 其他
各区将于7月20日前陆续完成区
级选拔赛，北京市选拔赛将于8月
中旬举办。

南三环主路大修正式启动
每日零时至5时施工 局部路段断路 10月底前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零点， 南三环主路大修正式启
动 。 记者从市交通委路政局获
悉， 大修路段东起分钟寺桥东，
西至丽泽桥北， 全长14.28公里，
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工。 北京
市交通委路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施工时间为每日零时至5时，
施工期间将采用压缩车道或局部
路段封闭交通的方式组织施工。

三环路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
初期， 全长48.2公里。 三环路上
次大修时间为2003年， 主路已经
达到道路预期使用年限。 从2016
年开始， 三环主路分阶段进行大
修改造。 2016年完成了西北三环
大修 ， 2017年完成了东三环大

修， 而2018年南三环大修将使整
个三环大修工程完成闭环。

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
任张爱军介绍， 本次大修工程施
工路段主要针对三环主路， 东起
分钟寺桥东， 西至丽泽桥北， 全
长 14.28公里 ， 总面积 50.6万平
米， 维修主线桥梁18座， 匝道桥
28座， 人行天桥12座， 主线跨河
桥1座， 上跨主线桥1座， 以及24
座主路公交站台。

本次三环主路大修设计体现
以绿色出行为主导、 解决环线局
部拥堵的设计理念。 完工后利用
最外侧机动车道， 连续施划公交
专用车道。

大修将完善沿线公交站台无

障碍系统， 修整公交站台步道并
在公交站台铺设视力残疾者行进
的 盲 道 ， 以 引 导 视 力 残 疾 者
利 用 脚底触感行走 ， 将盲道连
接至人行过街位置。 对公交站台
与人行过街位置的路缘石及步道
进行坡化处理便于行动不便的市
民出行。

在工程前期的准备工作中与
交管局积极沟通， 对三环主路局
部交通拥堵区域进行改造。 将结
合本次大修工程对右安南桥出
口、 分钟寺桥西北侧出口、 刘家
窑桥西站公交车站进行改造， 优
化道路线型及出入口设置， 缓解
三环主路局部路段交通拥堵问
题。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北京市选拔赛启动

全市31座地铁车站同步宣传“安检”

北京援疆医生填补当地医疗空白

VR技术设计应用在通州赛区胜出

商户挂牌自治 二维码管理门前三包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扫一扫

商户门前二维码， 就可了解商户
信息，管理门前三包情况。记者昨
天从市城管委了解到， 本市百家
商户挂牌自治， 共治二维码内蕴
含城市管理大数据。

记者在阜内大街看到， 街道
北侧的商户门前都统一安装了商
户自治公示牌， 公示牌上标明了
自治公约内容。 扫一扫公示牌左
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了解整条街
商户总体信息， 包括商户自治协
会组织结构、商户自治公约书、经
营业态、商户一览表、星级评定标
准、商户规范等内容。记者从西城

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了解到，7月1
日起西城区在阜内大街、定阜街、
大红罗厂街组织实施商户自治试
点工作， 并利用大数据推动城市
治理迈向精治、共治。

“商户采用“一牌一码一会一
书” 的模式， 开展自治工作。‘一
牌’就是挂在街巷入口处的《商户
自治公约》牌匾，‘一码’指的是每
个商户对应的共治二维码 ，‘一
会’指组织商户自治协会，‘一书’
指商户自治责任书。”据西城城管
执法局办公室主任周冠南介绍，
共治二维码内蕴含了城市管理大
数据， 市民可以通过扫描共治二

维码查看商户简介及证照情况、
查看商户评价情况、 查阅商户优
惠信息、点赞与举报、查看检查处
罚信息。 商户可以查看上传维护
自己证照情况、查看评价情况、查
看检查处罚信息、 维护本店优惠
信息、 对本街巷其他商户进行打
分。 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查阅商户
证照情况、 了解市民对商户的评
价情况、上传登记检查处罚信息、
上传数据与企业信用系统及 “信
用北京”平台，实现“一方违法、多
方受制”的效果，且这些数据均可
即时汇总并大数据分析为城市管
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上接第1版)
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2017

年全市户籍居民死亡主要原因仍
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前三位死
因分别为恶性肿瘤、 心脏病和脑
血管病，占全部死亡的71.7%。 专
家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比例
增加， 慢性病造成的健康危害在
今后数年还会显现，预防和控制
慢性病仍然是当务之急。

2017年北京市平均蚊密度值
为1.47， 比2016年上升了15.7%；
平均蝇密度值为5.41， 比上年增
加了26.7%。 市卫计委介绍 ， 近
年来全球虫媒传染病发病呈上升
趋 势 ， 流 行 区 域 不 断 扩 展 。
《2017年中国气候公报 》 显示 ，

2017年全国气温偏高， 降水略偏
多， 这可能是去年全市蚊蝇密度
增高的自然原因。 另一方面， 环
境污水、 生活垃圾都是蚊蝇滋生
的重要条件， 因此， 市爱卫会和
市卫生计生委今年开展了 “清洁
家园， 灭蚊防病” 活动， 由政府
主导， 专业机构实施， 号召广大
市民和单位积极参与， 共同消灭
病媒生物威胁。

同时， 2017年全市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及格及以上比例达
到93%。 2016至2017学年度， 北
京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58.6%， 与上学年度基本持平 ；
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为
16.8％， 比上学年上升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