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顺义区高丽营镇司法所联合工商所、镇人大办公室在西马法
制文化公园开展“弘扬宪法精神 走进司法行政”开放日活动，现场解答
群众疑问，提高群众平安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普普法法律律 解解疑疑惑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2018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揭
晓。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全国
各级各类学校选送的项目共计
1355项成果获奖， 北京有25项成
果入围一等奖。

据悉， 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
室申报的 《走向世界的中国数学
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
改革的上海经验》等6项成果被评
为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清华
大学附属小学申报的《成志教育：
小学立德树人的校本实践》、苏州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徐向明等申报
的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的苏南模式创新与实
践》等150项成果被评为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 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第三小学申报的 《面向未来
的学校教育组织生态和空间结构
变革的实践研究》、辽宁省交通高
等专科学校王彤等申报的《“产教
融合、同步升级、层级递进”的高
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等
1199项成果被评为国家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
审首次将香港、 澳门纳入申报范
围 ， 最终香港有5项成果获奖 ，
澳门有2项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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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召开“回天利剑”千
警百日打整专项行动新闻发布
会，通报显示，依托“回天利剑”专
项行动， 北京警方成功破获制贩
假章假证案， 刑事拘留125人，行
政拘留20人， 现场起获大量假证
和假章。至此，一条制贩假章假证
违法犯罪产业链条被打掉。

针对“回天”地区存在的人口
密集、公共服务设施不足、交通拥

堵等社会治理难题， 警方在昌平
回龙观和天通苑两个超大社区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 从相关职能部
门及分局抽调500余名警力，与属
地700余名警力合成作战。

据介绍，我国刑法第280条第
一款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
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华社电 记者3日从北京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 ，
2018年本市保障房新开工5.45万
套；分配公租房3.23万套（户）；完
成棚户区改造 (含征收、拆迁 、签
订腾退协议) 3.43万户，全年保障
房建设分配和棚户区改造任务全
面完成。

北京市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
系列配套政策， 属于社会投资的
保障房项目可以按照优化营商环
境政策，纳入北京市“多规合一”
平台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多部
门综合研究。按照总体规划要求，
北京市加大租赁住房供应， 五年
计划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 并主
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 持续

推进住房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体系。

为促进职住平衡， 本市强化
以区为主的配租方式， 公租房由
各区组织面向本区户籍和在本区
工作的家庭配租 。 截至目前 ，
2018年通过园区人才配租、 社会
单位集体租赁和 “新北京人” 专
项配租等各种渠道， 为非京籍家
庭配租公租房2100套， 已累计配
租1.5万套。

针对公租房出现的一些违规
转租行为， 北京市加大对公租房
的后期监管力度， 以 “零容忍”
的态度处置承租家庭转租、 转借
等违规行为。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两
节期间， 留在北京继续服务的家
政服务人员不仅可以拿到节假日
工资， 还可以拿到来自政府的补
助。 1月2日，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
《关于公开征集2019年春节家政
服务市场保供行动项目参与企业
（机构） 及组织单位的公告》， 为
保障2019年春节期间北京家政服
务市场的供应稳定， 市商务局拟
在今年1月28日至2月19日 （腊月
二十三至正月十五） 期间继续开
展春节家政服务市场保供行动。

目前， 市商务局公开征集项
目参与企业 （机构 ） 及组织单
位。 对于参与的企业和个人均有
奖励政策。 按照 《公告》 要求，
2019年春节家政服务市场保供行
动，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企
业 （机构） 通过新引进一批家政
服务员到京服务、 引导在岗家政

服务员错峰返乡留京保供和组建
应急值守队伍满足临时、 紧急需
求等方式积极参与春保行动。 申
报参与春保行动的企业经营范围
包括家政服务、 家庭服务、 养老
护理、 母婴护理、 保洁、 维修等
与家政服务相关的内容； 并且是
连锁经营 （指2018年12月31日前
在京已有3家 （含） 以上直营或
加盟连锁门店） 或2016年1月1日
以来获得过省级以上部门奖励；
参与企业 （机构） 需承诺春保行
动期间安排专职人员分别负责每
日9:00-17:00接听服务专线电话、
维护企业 （机构） 自有订单管理
平台及APP客户端等服务介质并
及时向春保行动线上平台录入或
上传服务订单数据 ； 参与企业
（机构） 应保证所有参与春保行
动的家政服务人员在春保行动线
上平台通过实名认证。

对于不同类型的家政服务人
员 ， 春保行动有不同的奖励政
策 。 首先 ， 住家型家政服务人
员， 由确定参与本次春保行动的
企业 （机构 ） 派单上岗 ， 并于
2019年1月28日至2月19日期间在
岗服务超过18天 （含） 的家政服
务人员。 奖励标准为按每单400
元给予奖励 （同一人只计1单）。
其次， 计时型家政服务人员， 由
确定参与本次春保行动的企业
（机构） 于2019年1月28日至2月
19日期间所派出计时型订单的家
政服务人员。 奖励标准为按每单
55元给予奖励 （同一人每天只计
1单）。 参与本次春保行动的家政
服务企业 （机构）。 按第三方评
审机构最终审定的该企业 （机
构） 派出家政服务人员奖励资金
额度的 15%给予参与企业 （机
构） 组织管理奖励。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电子
商务法》 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
施行。昨天，石景山工商、食药监
两部门联合对辖区60余家重点涉
网企业开展培训。 此次培训由苹
果园地区工商所、 食药监所和苹
果汇商务楼宇工作站组织。

工商部门负责网络交易监管
的负责人围绕《电子商务法》立法
背景、立法过程、适用范围等关键

问题，对企业进行讲解。食药监部
门相关负责人结合《食品安全法》
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电商平台在
预包装食品销售、 食品流通环节
等重点问题做了解读。 苹果园工
商所的干部则结合《广告法》相关
法律法规， 就电商平台在网络宣
传上出现的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
做了讲解，并针对保健食品、教育
培训等行业广告做了案例分析。

本市开启“春保行动”缓解家政用工荒

本市将沿六环建综合性粮食供给保障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金海鸥 实习

记者 宁林林 ） 记者昨天从北京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 本市
将利用国有粮食企业的仓储优
势， 沿六环路周边选择4-6个交
通便利、 仓储条件较好的粮食储
备库， 转型升级改造为综合性粮
食供给保障中心， 吸引粮食流通
企业周转库存。

在提供仓储服务的同时， 还
将增加分装、 物流配送等服务，
逐步向仓储物流平台式企业方向

发展， 建设集粮食仓储、 加工、
分装、 主食产业化、 互联网+粮
食等功能于一体并具备一定粮食
应急保障能力的企业联合体。

截至2018年底，2家综合性粮
食供给保障中心试点建设工作已
初见成效。 2家试点企业共腾出6
栋仓房17个廒间， 仓房建筑面积
约20000平方米， 约200家成品粮
营销企业进驻， 成品粮存储能力
最高可达35000吨，有效缓解了成
品粮企业“租仓难”问题。

随着综合性粮食供给保障中
心建设不断推进， 北京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将进一步疏通外埠粮
源进京渠道， 加强与中粮等成品
粮龙头骨干企业沟通协调， 吸引
粮食企业进驻 ， 引进成品粮加
工、 灌装及存储等业务， 届时本
市成品粮商业库存将大幅增加，
成品粮库存能力可增加到100000
吨以上， 进一步充实应急调控的
物质基础， 有效保障首都粮食市
场供应稳定。

通州今年7家医疗机构开工建设

北京警方摧毁制贩假章假证犯罪链条

工商联合食药监进企业讲电子商务法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揭晓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昨
天， 通州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开幕。记者从区卫计委获悉，未
来5年，通州区医疗资源将极大
丰富。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
东直门医院东区二期、 潞河医
院四期、潞河医院分院，都将在
2019年完工。 另有安贞医院通
州院区、 首都儿科研究所通州
院区、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
等多个医疗项目， 计划2019年
开工建设，预计三四年内竣工。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是距离
副中心最近的三甲医院。 医院

内100台自助服务机能够提供
从购买病历本、建卡、预约、挂
号、 取号， 到打印检查检验结
果、缴费、打印发票等门诊全流
程服务。 手机扫码可随时取用
共享轮椅，微信“摇一摇”可指
路到具体科室的实时导航。

北大人民医院是通州区
引入的最大的三级甲等医院，
将打造创伤急诊急救中心、 妇
产生殖产前诊疗中心、 肿瘤放
化疗生物治疗中心。 通州院区
选址京津冀交汇处的通州区漷
县镇， 驱车1小时就可抵达河

北廊坊 、 燕郊 、 北三县 等 诸
多医疗资源薄弱地区 。 医院
建成后， 不仅为城市副中心居
民提供医疗服务， 还为河北部
分区域患者看病就医带来方
便， 也为北京市中心医疗机构
“减压”。

潞河医院是通州区的老牌
医院， 是不少通州市民看病的
首选， 医院门口常年堵成一锅
粥。 四期建成后不仅为医院新
增200张床位，还新修一个地下
车库， 医院门口常年堵车的难
题将迎刃而解。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
州人在家门口不仅能享受一流
的医疗、 教育资源， 还可以看
到世界一流的演出。 记者昨天
从通州区文化委获悉， 如今，
大到影剧院 、 小到微型图书
馆， 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文化
设施承载能力正在爆发式增
长， 通州居民不再发愁没有文
化活动场地。

据了解 ， 通州将要推出
“移动图书馆”， 在学校、 医院
等人流密集场所， 都能找到这
样的流动阅览点； 正在推进建
设的 “一刻钟文化服务圈 ”，

让市民走路15分钟内都能找到
一间图书室、 阅览室。

通州区图书馆还在全市率
先建设中国盲文图书馆支馆，
率先开通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移动阅读平台通州分站， 国家
公共文化云平台通州专区也已
上线， 这些国字号的引进， 让
通州区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阅享文化大餐。

2019年， 通州还将建立一
批24小时城市书房； 在大型森
林公园等重要水系沿途， 布置
图书驿站等文化设施； 数字文
化馆也将正式上线。 同时， 对

基层文化设施资源进行整合，
通过新建、 改扩建、 配套文化
设施移交、 老旧厂房腾退、 修
缮后文物利用等多种形式， 实
现公共文化设施升级。

春节期间留京家政员可获补助

通州今年将建一批24小时城市书房

区区两两会会关
注注

2018年本市保障房新开工5.45万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