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 北京2008年奥运会10周年纪念徽章、 纪念册等产品在菜
百上市， 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 选购。 北京奥运会10周年纪念
章， 铜镀金纪念章规格为直径40毫米、 银章直径35毫米， 由999足银
制作， 重15克。 两枚徽章均采用独特造币彩印工艺， 精细呈现了两届
奥运会开幕式场馆鸟巢的倩影。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北京奥运会10周年纪念产品上市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西北旺镇政府、 海淀城管执法监
察局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 依法
对海淀区西北旺镇小牛坊村林地
内的7400平方米违法建设进行了
拆除， 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
拆除违法建设后的土地将用于林
地绿化， 还周边优美环境。

此处原为西北旺镇小牛坊村
林地。 自2007年， 相对人在未依
法取得规划许可的情况下， 在比
较隐蔽的方位私自搭建了违法建
设厂房。 本应绿茵葱葱的林地，
却因这些私自搭建的违法建设变
得垃圾、 废品满地、 污水、 废水
横流， 私搭私拉的电线等更是存
在各种安全隐患， 严重威胁到当
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也破
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与周边靓
丽的航天城、 居民回迁楼形成鲜
明的对比， 附近居民怨声载道。

今年以来， 区、 镇全覆盖 、
拉网检查， 为了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 恢复环境秩序， 今年7月初，

西北旺镇、 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
就对小牛坊村林地内的违法建设
积极开展了相关工作， 在联合小
牛坊村村委会多次与相对人沟通
的基础上依法下达了相关法律文
书。 8月初， 各执法部门协调联
动、 齐抓共管， 在违法当事人的
配合下， 逐步对违建进行清退，
为后期拆除工作奠定基础。 截至
目前， 已经拆除小牛坊村林地内

的违法建设3400平方米， 剩余的
4000平方米将在2日内全部拆除。

西北旺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
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大在全镇范围
内的整治力度， 坚决遏制新生违
法建设， 对违法建设实行 “零容
忍 ”。 按照农业部门工作计划 ，
此处违建拆除后的空地将进行林
地绿化， 美化周边环境。

彭程 摄

私搭乱建隐患多

海淀西北旺镇小牛坊村拆违还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召开提醒告诫会，
邀请多家大型物业公司相关负责
人参与。 会上解读了转供电环节
收费政策， 提出从本月起规范转
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的要
求， 确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
用户， 切实降低一般工商业用户
用能成本。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
接供电到终端用户， 需由其他主
体转供的行为。 据了解， 目前，
在本市一些产业园区、 商业综合

体、 物业、 写字楼等转供电主体
中 ， 存在转供电加价现象 。 比
如， 转供电主体按高于本市一般
工商业平均电价水平的标准， 向
终端用户收取电费。

按照 《关于切实降低本市一
般工商业电费负担有关工作的通
知》， 自今年8月起， 各转供电主
体应严格执行清理规范要求， 加
强自律， 自觉按照政策规定的收
费方式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 确
保今年以来的降价政策措施全部
传导到最终用户。

北京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

本报讯 （记者 孙妍） 昨天，
北京老字号 “庆丰” 的混合所有
制改革终于揭开面纱 。 华天饮
食、 金融街资本、 上海复星、 员
工持股平台等四方股东代表在北
京产权交易所签订北京庆丰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协议， 这标志
着庆丰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
完成。 同时， 员工持股首次浮出
水面， 成为 “混改” 最大亮点。

本次增资后， 庆丰公司的母
公司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仍为
绝对控股方、占比81.58%，非国有
投资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占股7%，金融街资本运营
中心作为国有资本增资方占股
10%，员工持股平台占股1.42%。

记者了解到， 此次员工持股
计划为北京市首批国有企业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之一， 持股员工主
要包括庆丰包子铺中层以上及被
董事会认定的骨干及技术人员。
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总经理、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贾飞跃表示， 希望员工持股计
划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 让员工
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进而增强员
工责任感和创造力， 激发企业发
展的动力和活力。

“混改” 增资后， 庆丰包子
铺未来将如何发展？ 据悉， 通过
本次增资共募集资金 9200余万
元。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路大勇介绍说， 募

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现有门店升
级改造及经营规模的扩大， 建设
新的生产配送中心、 加速供应链
提升， 拓展庆丰经营网点， 逐步
覆盖全国市场。 除此之外， 生产
设备更新、 新产品研发以及市场
营销、 公司信息化建设等也是投
入内容之一。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
和北京市气象局8日8时联合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 未
来24小时， 北京市房山、门头沟、
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
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有发生泥
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

险， 请注意防范。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提醒： 北

京近日多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短
时降雨强度较大。 市民出行请尽
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
地带， 注意自身安全。

（季小波 张超）

北京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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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违法吸烟投诉量增加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了解
到， 7月在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的
投诉数量比去年同期及今年6月
均有上升趋势。 据分析， 这与近
期室外气温升高， 吸烟者返回室
内公共场所吸烟有关。

据悉 ， 7月 1日至 7月 31日
“无烟北京” 微信公众平台接到
群众对违反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
例》 在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的投诉
845件， 平均每天接到投诉举报

27件。 投诉最多的五类公共场所
分别是： 餐厅372件占44.0%、 写
字楼182件占21.5%、 办公场所78
件占9.2%、 商场38件占4.4%、 其
他31件占3.6%。 餐厅 、 写字楼 、
办公楼依然是违法吸烟的重灾
区， 三类场所之和是公共场所内
违法吸烟率的75%。 投诉最多的
违法行为是场内有人吸烟、 场所
无明显禁烟标识、 场内有人吸烟
无人劝阻、 场所提供烟具等等。

市控烟协会表示，7月投诉数

量比去年同期及今年6月均有上
升趋势，3月以来公共场所违法吸
烟投诉数量逐月下降，而7月份比
6月增加了154件， 据分析， 与近
期室外气温升， 高温高湿环境下
室外活动减少， 吸烟者返回室内
公共场所吸烟有关。同时，曾经连
续被曝光的金源燕莎商务中心、
瑞城国际中心等写字楼、办公楼、
商务中心等单位经过严格控烟管
理，投诉举报数量逐月下降，直至
近两个月全部退出投诉榜单。

30多万种全球最新图书将亮相图博会
举办近千场出版文化活动 参展国家和地区达93个

新华社电 记者从8日在京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25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十六届
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8月22日至
26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
办， 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
新出版的图书， 举办近千场出版
文化活动。

据介绍， 本届图博会由国家
新闻出版署、 科技部、 北京市人
民政府、 中国出版协会、 中国作
家协会主办 ， 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承办， 将继续秉
承 “把世界优秀图书引进中国 ，
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 的宗旨，
为推动中外出版界交流合作搭建

重要平台。
本届书展展览面积9.77万平

方米，较去年增长5.3%,创历史新
高。 来自国内外约2500家展商将
亮相书展， 参展国家和地区达93
个，比去年增加4个，黎巴嫩、吉尔
吉斯斯坦、 委内瑞拉、 巴拿马首
次设立展台； 主宾国为摩洛哥。

今年图博会将突出四大亮
点： 一是多个展区聚焦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 将通过近5000种展
品， 展示改革开放40周年辉煌成
就； 二是摩洛哥主宾国展区展示
非洲魅力 ， 参展图书800余种 ，
还将举办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三
是阅读体验与文创馆全面升级，

充分展示近年来出版业与各文化
机构合作取得的多元发展成果；
四是首次设立北京国际童书展，
推动中国原创童书 “走出去”。

书展期间， 将举办第12届中
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出版高峰论坛、
BIBF文学沙龙等重要活动。

庆丰“混改”募资9200余万元
职工持股成亮点

餐厅写字楼办公楼仍是违法吸烟重灾区

新华社电 记者从北京市住
建委获悉， 为进一步落实 “放管
服”要求，做好政策更新衔接，市
住建委和市规划国土委日前联合
发布 《关于废止部分房屋登记相
关文件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废止
３４件涉及房屋登记的相关文件。

该通知的制定发布， 是因为
北京市房屋登记职责已由北京市
规划国土部门承担， 北京市规划
国土委对北京市原有的房屋登记
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 并发布了
《关于印发＜北京市不动产登记

工作规范 （试行 ） ＞的通知 》 ，
吸收了部分原有登记类文件。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确保前后政策有序衔接，根
据相关要求， 需要对原先由北京
市住建委发布的登记类文件进行
集中清理， 对部分已被北京市规
划国土委吸收的文件予以废止。
因此，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京市
规划国土委研究后，决定废止《关
于行政区划变更涉及房屋产权办
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３４件
涉及房屋登记的相关文件。

北京废止部分房屋登记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