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超） 在全力
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中，平谷
区委提升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方
便市民夜间通行， 实施昌金路新
增路灯照明工程， 近日照明工程
已全部竣工， 新增路灯11月将投
入使用。

昌金路是连接平谷区金海湖
和顺义区的一条交通主干道，往
来车辆众多， 道路两边没有安装
路灯， 夜间行车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自今年3月30日起，平谷区城
市管理委在昌金路安装道路照明
设施， 结束昌金路有路无灯的情
况。该工程全长45.6公里，西起平
谷区界，东至平蓟路，共新安装路
灯1365基，变压器28台。照明工程
主要进行电缆敷设、路灯安装、砌
筑电缆井、道路破除及恢复、绿化
等，着力补齐道路基础设施短板，
改造提升交通环境， 保证市民夜
间出行安全。

平谷新增1365基路灯 11月“点亮”

100个老旧小区全部完成供暖改造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6

日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北
京持续对老旧小区进行供热管
网改造，10月底前完成了100个
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任务 ，
改造各类供热管线845公里，涉
及16个区，惠及居民10.8万户。

2008年开始， 本市开始对
老旧供热管网分期、 分批实施
改造。至2015年，共改造老旧供
热管网4400公里 ，1990年以前
建设的约1900个老旧小区全部
完成改造。2016-2018年， 市发
改委已完成市热力集团及各区
共18项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
批复工作， 累计拨付市政府固

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5.4亿元。
截至目前 ，2018年市政府

实事工程之一———100个老旧
小区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部完
工， 将从今年采暖季起实现清
洁供暖， 工程将实现90万平方
米清洁供暖， 惠及10.8万户居
民。项目投用后，可有效消除本
市老旧供热管网安全隐患，实
现节能降耗（节能约8%-15%）。

据了解 ，对于2000年 （含 ）
以前建设居住小区的老旧供热
管线，要符合相关要求。其中，
市热力集团城市热网供热小
区： 供热设施权属不清或原权
属单位无力出资改造的， 可纳

入改造范围， 由市热力集团组
织实施改造， 改造后由热力集
团统一管理； 供热设施权属单
位为市热力集团的， 由其自行
组织改造，不纳入改造范围。其
他集中供热小区：热源设施（指
锅炉、换热器）权属关系清楚的
改造项目，可列入改造范围；权
属关系不清的改造项目， 须理
清权属关系或签订长期供热运
行合同后，可纳入改造范围。

对于2000年以后建设的居
住小区， 属于供热管线老化腐
蚀严重 、 严重影响供热质量
的， 经市、 区城市管理委同意
后可纳入改造范围。

本报讯（记者 边磊）11月7
日， 全市区域供热锅炉房统一
点火试运行。15日正式供热后，
居民室温将保持在18℃以上 。
试运行期间， 供热单位进行锅
炉点火、水循环系统热态调试，
排查解决系统循环不畅和管线
跑冒滴漏的问题。

北京城市热网集中供热在
11月初已陆续开始投入供热面
积， 以保障采暖季期间供热安
全稳定。 各区城市管理委将在
试运行期间重点监督各供热单
位按时点火试运行的情况，发
现问题督促供热单位及时整
改， 同时做好对用户的服务和
沟通。 对不按时点火试运行和
服务质量差的供热单位， 将进
行约谈，督促整改。

据了解， 为了能够快速解
决家中暖气不热、 跑水漏水等

问题， 居民可以第一时间拨打
小区供热单位服务电话进行报
修。 如果供热单位没有及时处
理或者没有按时点火试运行，
可以拨打12345市政府便民电
话进行投诉。12345同时也是我
市市级供热服务监督电话，对
接到的供热试运行和采暖季期
间的投诉问题分派各供热单位
解决，市、区城市管理委对供热
单位办理投诉的情况将进行监
督，严格考核。

今冬， 本市城镇地区供热
面积预计将达到8.7亿平方米，
比去年增加约3000万平方米 ；
全市城镇集中供热基本实现清
洁取暖。 供热准备工作现已就
绪， 各区域锅炉房以及各热电
联产机组已完成设备检修，完
成266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改
造，平谷、密云、延庆6座“煤改

气” 居民锅炉房已具备供热条
件， 全市28支供热应急抢险队
伍、800余人已进入备勤状态。

记者同时从热力集团了解
到， 在进一步细化完善既有市
级、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
景山、通州、大兴、延庆区等供
热服务平台功能的基础上 ，
2018年本市搭建了昌平区 、平
谷区、密云区、门头沟区专业供
热服务平台， 增加非热力服务
面积约7690万平方米。 截至目
前，96069供热服务热线非热力
服务面积突破 2.6亿平方米 。
今年， 热力集团还设立了副中
心供热运行服务保障中心， 并
在去年开通4008196069全国统
一供热服务热线基础上， 继续
开通了吉林抚松的服务热线，
更好地为副中心用户和京外用
户提供方便、 顺畅的服务。

15日正式供热后 居民室温将保持18℃以上
全市集中供热锅炉房点火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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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莹） 昨天，第
二届中关村核心区科普产品博览
会在北京植物园举行。 本次博览
会获奖的科普产品， 海淀区科协
将在科技教育和科普活动中优先
予以推广或采购使用。

本次博览会展出了众多适合
科技教育和社区科普的科普产
品。 如：“中国机器人教育专业器
材 ”“学森智慧小屋 ”“非遗机器

人”等。据介绍，今年1月，海淀下
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
城建设的若干措施》，提出实施开
展“科技公民”培育行动。目前，正
在制定 《海淀区发展科普服务业
培育科技公民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推动充分开发利用驻区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等丰富的科技、人
才、产业资源优势，建立起高效的
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昨天，焦
化厂公租房二标段对最后一幢公
租房项目进行混凝土浇筑， 标志
着二标段公租房全面封顶， 进入
装修阶段。 此次公租房建设中包
含三幢超低能耗示范建筑， 这是
本市第一批大面积应用超低能耗
技术的示范建筑。

据负责施工的北京市政路桥
城乡建设焦化厂公租房项目执行
经理邓宝军介绍， 该项目共有10
栋主楼、8栋配套商业建筑， 项目

特色为17#、21#、22#楼， 是北京
市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其中17#楼
为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超低能耗
建筑， 结合了当今建筑业两大前
沿技术 ；21#、22#楼檐高77.4米 ，
是目前全国最高的超低能耗建
筑。 居民入住后， 可享受20℃-
25℃恒温的室内环境。

焦化厂项目位于朝阳区垡头
地区焦化厂化工路北侧， 可提供
房源4086套，预计明年6月底交付
使用，2019年9月后入住。 于佳 摄

焦化厂公租房项目封顶 明年6月交付

本报讯（记者 唐诗） 6日，北
京市疾控中心发布10月全市法定
传染病报告病例情况，同时提示，
近期据全市呼吸道多病原监测显
示, 肺炎支原体检测阳性率有所
升高，广大市民应注意预防。

据悉，10月1日—31日， 全市
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0种7523例 ，
死亡32例。 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
一月下降16.67%。 丙类传染病报
告比前一月下降28.84%，其中，手

足口病比前一月下降39.69%。市
疾控中心表示， 近期据全市呼吸
道多病原监测显示， 截至11月1
日，今年全市共接到4起由肺炎支
原体导致的集中发热疫情报告。

根据近年病原学监测数据显
示，8-12月为肺炎支原体感染流
行高发季节， 以6～14岁中小学生
组阳性率最高。 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是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
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本报讯（记者 白莹） 6日，海
淀工商分局召开 《北京市网络商
品交易服务合同》（试行） 示范文
本推介会，7家海淀区电商平台参
与此次推介会， 并成为该区首批
试用此示范文本的电商平台。

此次发布的示范文本， 明确
了消费者权益保证金和先行赔付
制度， 约定了对消费者权益保证
金提取数额、管理、使用和退还办

法等问题。同时，增加信息检查监
控制度， 要求平台经营者主动建
立检查监控制度， 监控平台内经
营者发布的信息。示范文本明确，
平台经营者依据平台服务合同和
交易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虚构交
易(包括但不限于套现、刷单)、编
造用户评价等违反法律、 法规的
行为实施警示、 暂停或者终止服
务等措施的，应当及时公示。

海淀7家电商试用网络交易示范文本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民政局互联网+婚姻登记
智能在线服务系统正式完成。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
现在办理婚姻登记业务可在网
站、 微信 （包括当事人在现场微
信扫码） 关注 “婚智通” 来进行
咨询并获取对应的服务信息。

据了解， “婚智通” 的应答
范围主要包括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中的结婚登记、 离婚登记、 补领
结婚登记证、 补领离婚登记证、
办理时间地点婚登登记业务咨询
服务以及婚前检查、 孕检等相关

咨询服务。 “婚智通” 有以下几
个特点： “不下班” 的专业咨询
员———“婚智通” 7×24小时全天
候服务， 语音和文字多种方式智
能咨询。 在 “婚智通” 中能做到
即问即答 、 专业权威 、 记录便
捷， 大大降低社会公众办事往复
率， 咨询的效果可以达到帮助当
事人准确携带各类所需材料、 在
合适的时间地点一次性完成服务
办 理 。 “ 不 排 队 ” 的 办 事 方
式———在与 “婚智通” 互动咨询
过程中， 能够得到更加准确、 全
面、 快速的答复， 还能在自己的

手机中随时操作， 相当于身边有
了一个专业办事专员， 大大提高
了婚姻登记业务办理效率。 据介
绍 ， 今年10月8日 ， “婚智通 ”
连入微信 、 支付宝北京城市服
务， 北京地区婚姻登记当事人可
通过微信、 支付宝城市服务进行
婚姻登记业务咨询。

目前， “婚智通” 小程序已
经在北京婚姻登记微信公众号、
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 大兴婚姻
登记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绑定，
社会大众都可通过关注对应公众
号进行业务咨询。

北京婚姻登记智能咨询小程序“婚智通”上线

办理婚姻登记可享全天线上咨询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引导
便民商业网点签署承诺书， 启用
流动宣传车宣讲消费维权知识覆
盖182个社区，成立宣传小分队为
居民解答疑难投诉和消费陷阱
……昨天， 东城工商分局启动了
“满意消费在东城、放心消费进社
区”主题宣传活动，为市民营造健
康、绿色的消费环境。

目前， 东城共有2780个便民
商业网点， 为提升便民商业网点
服务质量和水平， 东城工商分局
引导部分便民商业网点代表签署

了“放心消费商家承诺书”。商家
承诺做到“明码标价，不搞欺诈；
诚信促销，不欺不瞒；维护尊严，
安全交易；售后保障，放心消费”。

同时， 东城工商分局启用了
流动宣传车，今后将定时定点、专
人专岗、重点巡回宣传。除每日巡
回社区发放宣传材料之外， 还安
排消费维权经验丰富的工商干部
宣讲消费维权知识， 解答社区居
民维权困惑。 流动宣传车将覆盖
东城辖区全部182个社区。

另外， 还成立了13个宣讲小

分队， 每个小分队专门负责固定
的社区， 重点围绕居民遇到的疑
难投诉和消费陷阱， 有针对性地
确定宣传方式和内容。

13个宣讲小分队为居民解答疑难投诉和消费陷阱

放心消费宣传车覆盖东城182个社区

中关村核心区举办科普产品盛会

肺炎支原体感染将进入高发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