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本月
起， 北京市发改委将对全市微循
环道路项目开展全面调查， 同时
对东城区、 西城区部分微循环道
路项目开展专项稽察。 记者近日
了解到， 本次调查将全面了解本
市微循环道路项目进展情况， 研
究存在的问题， 确保市政府投资
落到实处和发挥效益。

据介绍， 此次启动的专项稽
查调查中， 将对刘家窑路等59个
微循环道路项目开展全面调查。

具体重点调查内容包括： 未开工
项目的原因分析、工作计划；已开
工项目的开工时间、建设进度；已
完工项目的开竣工时间、 建设效
果、 批复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
容对比分析等。 此外， 还将对东
城区、 西城区15个微循环道路项
目开展专项稽察。 主要以项目审
批、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情况、建
设内容及建设效果为主， 重点稽
察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项目资金
使用情况、项目建设内容等。

下月起办理救济金、低保等公证取消收费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自8月1

日起， 北京市公证行业将落实公
证减证便民多项举措，包括：为申
请办理遗嘱公证时已年满70周岁
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缩
短办证时间、 公证机构窗口接待
实行首问负责制、52个事项公证
最多跑一次等。

52个公证事项“最多跑一次”

据介绍， 全市公证行业对于
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无争议
的52种公证事项，只要申请材料
齐全 、 真实 、 符合法定受理条
件，就要实现让当事人“最多跑一
次”。这些事项包括：出生公证、国
籍公证、户籍注销公证、职业资格
公证、出生医学证明公证、毕业证
书公证等。与会的公证人员表示，
在以前当事人至少要跑两次，一
次办理，一次取证。

据介绍， 全市民生类公证线
上预约咨询平台将建立，遗嘱、小
额继承等民生类公证事项， 当事

人可进行统一的线上预约咨询，
不用跑路到公证处咨询。

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办遗嘱公证

据介绍， 此次措施还有为特
殊群体免费办理公证的项目。包
括为申请办理遗嘱公证时已年满
70周岁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公
证。低保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重度残疾人办理公证， 以及当事
人申请办理救济金、低保、给付赡
养费和抚养费等公证事项的，免
收公证费用。

公证机构还将完善公证服务
设施，在接待大厅设立专人、专岗
负责接待咨询和接听电话； 在等
候区配备座椅、饮水机、纸笔、适
老用品等配套服务设施； 建立绿
色服务通道，为年老、体弱、怀孕
或患有严重疾病的当事人在受
理、办证、送达等环节提供便利。

缩短办证时间进一步提速增效

在保证公证质量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速增效也是此次便民措施
之一。 对法律关系简单 、 事实
清 楚 、 无 争 议 的 公 证 事 项 ，
公 证 机 构 将 办 理 时 间 缩 短 至
五个工作日 。 鼓励公证机构建
立快速办理绿色通道， 有效满足
人民群众快速办理公证事项的实
际需求。

窗口接待实现首问负责制

公证机构窗口接待实行首问
负责制、 一次性告知。 实行公开
公示制度， 在办公场所、 官方网
站， 公开公示公证员名单、 收费
标准、 办证流程、 咨询电话、 投
诉电话。

建立全市骗取公证人员黑名单

据北京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介
绍， 本市还将建立全市骗取公证
人员黑名单， 推动将骗取公证行
为作为个人诚信记录纳入社会信
用系统建设中， 为试行公证事项
当事人承诺制创造条件。

本市公证行业推出多项便民举措 52种公证事项“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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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五次会议， 市审计局局长马
兰霞作关于北京市2017年市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报告提到，在对去
年的北京市住房保障的专项审
计中发现， 个别区违规将安居
工程专项资金用于办公经费和
其他项目人员安置费， 涉及资
金784.63元 。目前 ，挪用专项资
金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此次审计工作拓展深度，对
市级一级预算单位全覆盖的同
时， 对部分重点行业所属基层
预算单位全覆盖。其中，在住房
保障专项审计中发现， 部分棚
户区改造对象骗取拆迁补偿
款。4个区9个项目中，62户被拆
迁人开具虚假医院诊断证明或
隐瞒房产等， 骗取拆迁补偿款
806.70万元。

同时，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
规范。5个区的334户农村危房补
助资金未及时发放， 涉及资金

1127.86万元； 个别区违规将安
居工程专项资金用于办公经费
和其他项目人员安置费， 涉及
资金784.63万元。

此外， 部分公租房管理不
到位。183套公租房承租人无正
当理由欠缴租金6个月以上，涉
及金额628.04万元 。4个区已竣
工验收的8个公租房项目，未按
规定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根据报告，目前，违规挪用
安居工程专项资金784.63万元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 其中 ：
749.82万元归还了原渠道，34.81
万元进行了调账处理。1个区已
追回被骗取的棚户区改造拆迁
补偿款140万元。

社保基金方面，审计发现，
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披露不
够完整。2017年，市人力社保局
未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 将养
老保险委托投资保底收益在决
算中予以披露。

在公务用车方面 ，12个单
位未按实际需求为加油卡充

值，造成加油卡结余较大，涉及
金额277.50万元。

审计报告中还披露， 本市
电子收费停车试点未达预期效
果。截至审计日，已上线运行的
8个路段935个电子收费车位，由
于宣传引导不够， 监管不到位
等原因， 全时段停车费收缴率
低，实际收取停车费用（不含包
月收费车辆） 仅占应收费总额
的8.27%。

根据报告，按照《北京市预
算审查监督条例》 和市人大常
委会要求， 市政府将在年底前
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整改
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查出的违
规问题， 市审计局已依法下达
审计决定， 要求有关单位予以
纠正；对管理不规范问题，已建
议有关部门建章立制， 切实加
强内部管理； 对涉及体制机制
问题， 已建议相关部门统筹研
究解决； 对涉嫌违法违纪的问
题线索， 拟移交相关部门进行
处理。

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北京市2017年审计报告

发现784万安居工程专款被挪用

今年上半年新开工3.8万套保障房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上， 市发改委主任谈
绪祥作了关于北京市2018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
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到，
今年上半年各类保障性住房新
开工3.8万套、 完成全年任务的
75%，竣工4.3万套。

今年上半年，本市拆除违法
建设后腾退土地1355.2公顷，整
治无证无照经营1.3万处、 完成
全年任务的69.5%。整治 “开墙
打洞”3218处，疏解提升区域性
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127个，调
整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473家，
压缩培训机构32个。出台“留白

增绿”指导意见，腾退土地实现
增绿824.2公顷。

在公共服务方面， 上半年
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开工 3.8万
套 、 完成全年任务的75%， 竣
工4.3万套； 棚户区改造2.04万
户， 完成全年任务的87%。

在城市副中心建设方面 ，
报告提出，今年下半年，本市将
完善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
划， 同步完善通州区总体规划
以及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地区
整合规划编制成果， 加快辐射
带动北三县发展。同时，扎实推
进行政办公区一期建设， 完善
市政、水务、园林绿化等配套工
程建设，启动二期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 在城市副中心
建设方面， 本市将有序拉开城
市框架， 着力推进城市绿心建
设， 力争开工建设剧院、 图书
馆、博物馆3个重要公共建筑以
及城市副中心站、 东夏园综合
交通枢纽， 加快环球主题公园
施工进度，开工建设北京学校。

在缓解城市 交 通 拥 堵 方
面，今年底前，本市将开通轨道
交通8号线三期、 四期和6号线
西延3段新线，年内实现轨道交
通运营总里程达630公里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内，本
市将落实积分落户政策， 为首
批通过积分获得落户资格的申
请人办理落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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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二伏第一天，“头伏饺子二伏面” 自然成了今天百姓餐桌的
首选吃食。据了解，致美斋饭庄、新川面馆、华天延吉餐厅等多家老字号
已经提早备下了各种口味的“二伏面”供百姓饱口福。 图为一些“嘴急”
的食客抢先一天吃了“二伏面”。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二伏面”提前热京城

74个微循环道路项目将启动专项稽察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下午， 本市第一个模块化小型
消防站———苹果园小型消防站正
式投入备防。 记者了解到， 消防
站仅用45天搭建而成 ， 今后拆
卸、 移动非常方便。

苹果园小型消防站位于石景
山区苹果园街道金顶山村南口，
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500平方米， 高度10米， 地上两
层， 各类用房15间。 消防站一层

设有车库、 通信室、 干部备勤室
和器材库。 二层设有多功能厅、
消防员备勤室、 盥洗室、 浴室 、
库房、 厨房、 洗衣房、 卫生间和
晾衣间。 院内接入市政消火栓一
座， 还有200立方米地下消防水
池一处。 据了解， 该微型消防站
采用14个模块化箱体， 提供执勤
功能模块、 生活配套模块， 可基
本满足小型消防站建设标准的各
项要求。

本市首个可移动消防站亮相石景山

本报讯（记者 边磊） 本市今
年要完成涉及100个小区的老旧
供热管网改造， 这项工作已经列
入2018年全市实事任务。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 目前
绝大部分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
已经开工建设， 预计供暖季来临
之前完成。

据介绍，2008年以来，本市实
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已累计达到
1950个小区，4200公里管线。通过
对老旧小区供热管网的改造，解
决了小区冬季供热跑冒滴漏的问

题，可达到节能率10%左右，也提
升了供热质量， 解决了老旧小区
常年温度不达标问题。

在西百万庄23#、24#换热站
供热范围内， 记者看到这里多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建筑，今年，
市热力集团对这两个小区供热管
网实施改造， 共涉及196座建筑
物、2166户， 供暖面积16.8万平方
米，管线3995米。通过这次改造，
能够消除供热管网跑冒滴漏的隐
患，提高供热节能效果，今冬这里
居民的采暖质量将得到改善。

本市年内改造百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北京）
启动仪式在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举办。 创新挑战赛针对国家、
行业、 企业技术创新需求， 通过
“揭榜比拼 ” “技术难题招标 ”
等形式公开征集解决方案。

据了解， 赛委会将组织招募
百余家优质的科技服务机构为需
求方和挑战者提供各类高端、 专
业化服务， 促进项目在京落地和
转化， 拉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持续保持北京市技术市场供需两
旺的增长态势。 赛事活动分为5

个阶段， 即启动仪式、 需求方7
个专场活动、 挑战方10个专题活
动、 科技服务活动100人次 、 现
场公开赛和颁奖仪式及其他近20
个大小活动。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北京赛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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