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由西城区德胜街道主办， 西城区饮食行业协会及北京集贤
弘艺文化中心承办的德胜双拥系列活动———“金牌炊事班” 厨王争霸
赛在同春园饭店举行。 本次活动的参赛选手由66381部队、 66391部
队、 十四中队、 黄寺门诊部、 火箭军医疗特色医学中心等五支代表队
组成。 每位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制作三道菜品， 一道指定菜 （木须
肉） 和两道自选菜 （一荤一素）。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金金牌牌炊炊事事班班比比拼拼拿拿手手菜菜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张文侠） “打竹板、响连天，
小小芝麻走上前。 法律法规有
很多，方方面面定规则。三无产
品莫食用 ， 有害物质在其中
……”昨天，在前门街道，东城
城管执法局的执法人员与黑芝
麻小学共同参加的国家宪法日
宣传活动正在举行， 一段由黑
芝麻小学六年级学生演出的
《做一个知法、 守法的小公民》
快板书将大家的热情点燃。

今年12月4日是第五个国
家宪法日。 东城城管走进前门
街道向市民宣传宪法， 讲解城
管管理相关法规规章， 并通过
知识竞赛抢答的形式普及法规
常识。相关人员介绍，变枯燥的
讲座为知识竞赛抢答的形式，
将宪法精神和城管执法相关法
律法规相结合， 让参与活动的
市民真正对法律入脑入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2月4
日， 市气象台预报， 本市将出现
一次连续7天左右、 最大降幅近
10℃的明显降温天气。 此次降温
幅度大、 持续时间长， 市城市管
理委要求各区供热管理部门、 各
供热单位要密切关注 ， 提前准
备， 做好供暖保障工作， 确保居
民室温达标。

北京热力集团有双榆树 、方
庄、 左家庄、 西马四座尖峰供热
厂，共有18台尖峰锅炉，现已启动
3台。将根据气温变化随时调整启
动尖峰锅炉，保障居民供热达标。

据了解， 市城管委要求各供

热单位做好应对强降温天气的准
备工作，加强巡检，避免因设施设
备故障造成停热； 根据室外温度
变化做好系统调节， 确保用户室
温达标；加强主动服务，在低温、
大风等天气增加入户测温的频
次，及时处理用户投诉；做好应急
保障工作，落实应急值守制度，落
实应急物资、抢修车辆，确保应急
队伍24小时待命。

同时， 进一步强化属地安全
管理责任和供热单位主体责任。
各区供热管理部门将对锅炉房、
热力站等供热设施设备进行第三
方安全检查， 发现隐患立即督查

限期整改。 各供热单位将加强锅
炉、 管网等供热设施安全运行工
作，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及时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 确保高强度运行
下的设施安全稳定， 杜绝安全事
故发生。

此外， 各供热单位将继续提
高供热服务质量， 各区对不按时
接单、不及时处理、不及时反馈的
供热单位加强约谈曝光及考核力
度，并与补贴挂钩。对于此次降温
过程中供热投诉居高不下、 室温
不达标、服务保障不及时、服务态
度恶劣的供热单位， 市区供热主
管部门将对其严肃处理。

本报讯 （记者 马超）12月1
日至3日，由北京市扶贫支援办公
室与新农创集团共同主办的 “精
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产业对接暨东
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大会” 在北京
举行。 本次大会分为精准扶贫与
乡村振兴产业落地政策解读会、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产业合作对接
会、 县域农产品产销对接及政府
推介会、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会
等部分内容。

会上，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贺铿、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 教授
级高级规划师张红宇分别解读了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政
策。会议期间共举行了6场小型的
政企、银企、产融、产销等座谈对
接会。同时，石棉县、汉源县等政
府与新农创集团、 红螺食品公司
等企业在大会上举行了签约仪
式，签约额100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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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天，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
布“漫‘话’税收，伴你成长”普法
漫画。整个漫画的策划、选题、制
作都是税务干部在业余时间完
成的，具有独创性、自创性和原
创性特点。

当天，在密云第二小学大礼
堂，密云区税务局、开发区税务
局的税务干部 、500余名小学生
和家长代表共同见证了税法主
题漫画《税收与生活》的揭幕。漫
画以小学生越越的学习与生活

为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介绍税
收基本法律法规，旨在通过编写
符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和理解
能力的税法宣传教育读本，引导
青少年掌握税法法律知识、树立
法治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
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王炜表示，
这次活动是机构改革后北京市
税务局的第一次青少年活动，
漫画书的发布是税务工作者在
青少年税法宣传教育模式中的
一次有益探索。

税务普法漫画《税收与生活》发布

本报讯（记者 唐诗）近日，北
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王
刚做客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
城市广播联合推出 “医疗协同创
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
把手市属医院院长” 系列节目时
介绍，北京安定医院启用了“心理
测评助手”，减少患者就诊时间。

北京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 北京安定医院门诊
量保持20%的年增长率， 为减少

患者排队等候时间， 安定医院启
用了“心理测评助手”。“心理测评
助手” 依托于手机等移动互联网
终端设备，通过该助手，患者可实
现手机在线心理测查。“心理测评
助手”操作简便，患者拿到医生开
具的心理测查申请单并缴纳费用
后，在心理测验中心候诊小厅，用
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在线测试。
测试完成后， 工作人员随即可打
印测试报告。

本报讯（记者 盛丽）日前，北
京市发改委批复杨雁路京密路以
南路段（大秦铁路—京密路）改造
工程。改造工程计划2019年竣工，
道路及附属设施按规划也将全部
一次建成。

杨雁路是经由京承高速来往
科学城的骨干道路， 南起京承铁
路，北至永乐大街，沿永乐大街向
西300米可连接111国道。 整条路
以京密路为界，分为两部分：京密

路以北路段， 已按两上两下城市
主干道标准实施，红线宽度50米。
京密路以南路段只有一上一下两
车道，两侧为人行道或者土路肩。
此次获批改造的就是京密路以南
路段，全长5.9公里。

项目实施后一方面增加了车
道数量， 由现状双向两车道变成
双向四车道。 另一方面优化了道
路断面， 通过路侧分隔带的形式
使非机动车行驶更加安全可靠。

杨雁路京密路以南路段改造工程获批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产业对接会举办

教育系统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天 ，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在中央财
经大学举行北京高校国家宪法
日主题教育活动，2018年全市教
育系统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系列活动随之全面启动。

当天，与会领导为北京市第
三届青少年法治文艺大学生优
秀作品和第六届高校法治动漫
微电影征集展映活动优秀作品
获得者及获奖单位颁奖。今年共
收到各高校提交的微视频作品
百余个， 本届作品在思想性、法
治性、艺术性、丰富性上都有了
较大幅度提高。其中中央财经大

学报送的《你，可以回头》等6部
作品荣获微电影组一等奖，北京
联合大学报送的《女大学生约车
宝典》 荣获公益视频组一等奖，
北京印刷学院报送的《法治图说
20张》荣获平面设计组一等奖。

同时，为落实中央关于深入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有
关精神，2018年北京市学生 “学
宪法 讲宪法 ” 比赛今年5月启
动，经过初赛推荐和复审，由获
奖选手组成的北京高校代表队
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得辩论赛团
体一等奖，中国政法大学的孙江
岸获全国总决赛个人演讲季军。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按 《北京
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管理办法》，给北京市政路桥管
理养护集团签出了本市首份农民
工工资保函。农民工工资保函是
指银行应承包商申请， 保证其在
劳务用工合同项下或根据工程所
在地政府相关要求，按时、足额向
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人员支付工
资的书面承诺， 保障农民工工资
的如期、足额、及时发放。

据了解， 本市在2008年建立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出台
《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
暂行管理办法》，10年来已有4000
多家建筑施工企业建立了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 沉淀资金17.5亿
元。 为优化营商环境， 给企业减
负，本市今年出台了《北京市工程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

办法》，并规范了工作流程，要求
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交
通、水务、轨道交通、园林绿化等
工程建设领域， 建立全市统一的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专项用
于发生欠薪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应急保障。 已建立工资保证金专
用账户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专业
承包企业及劳务分包企业， 要在
2018年12月31日前， 以银行保函
替代工资保证金。 原有的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 施工企业
可自行处理。 施工企业按银行要
求， 与银行签订 《农民工工资保
函》。 新设立的施工企业在领取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外地
企业在办理进京备案手续或完成
进京相关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
要向市人力社保部门提交保函。

据市人力社保局劳动保障监
察处处长黄彬介绍， 现在农民工

不用担心拿不到工资，按规定，当
出现劳务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
资， 经人力社保行政部门责令其
限期支付但逾期仍未支付的；作
为用人单位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专业承包企业， 经人力社保行政
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但逾期仍未
支付等情况， 经区人力社保部门
向市人力社保部门报送相关案卷
材料和启用保函申请书后， 市人
力社保部门将会同市行业主管部
门， 通知银行按照保函约定的程
序和范围先行支付农民工工资。

光大银行朝阳支行相关负责
人说 ，“农民工工资支付银行保
函” 建立后， 农民工拿工资也方
便， 因为银行接到市人力社保部
门出具的 《关于启用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保函的函》和《启用银行保
函代为支付农民工工资表》后，就
会按承诺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保障农民工工资如期、足额、及时发放

北京安定医院启用“心理测评助手”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大兴
区政府近日宣布，2019年1月1日
起， 将对大兴新城部分道路采取
交通管理措施。在禁限行区域内，
每日6时至23时， 禁止载货汽车、
专项作业车通行， 工作日7时至9
时、17时至20时，禁止外省、区、市
核发号牌(含临时号牌)载客汽车
通行。

实行交通禁限行管理的范围
是：京开高速公路西辅路(含)、南
五环路(不含)、京良路南五环至芦
求路之间路段 (含)、 芦求路 (不
含)、佟前路(含)、永华路(含)、兴华
大街(含)、林校北路(含)围成区域
以内道路。

该区域内， 昼夜禁止摩托车
通行 (不含京良路南五环至芦求

路之间路段)。每天6时至23时，禁
止本市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通
行。外省、区、市核发号牌(含临时
号牌) 的机动车进入禁限行区域
以内行驶的， 须办理进京通行证
件。 工作日7时至9时 、17时至20
时，禁止外省、区、市核发号牌(含
临时号牌 ) 的载客汽车通行 。军
队、武警车辆及执行任务的警车、
救护车等特种车辆， 持道路运输
证件的省际长途客运车辆和省际
旅游客运车辆，不受上述限制。

大兴交通支队将在禁行区域
周边道路设置禁令标志， 对机动
车违反本通告规定进入禁行区域
道路行驶的，认定为“违反禁令标
志指示行驶”的行为，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处100元罚款， 记3分。

大兴明年1月起实行交通禁限行管理

本市签出首份农民工工资保函

本市将出现连续7天、最大降幅近10℃的降温天气

热力集团启动3台尖峰锅炉保供暖

黑芝麻小学快板书
普法走进前门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