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支队樱桃园大队在手帕
口桥开展夜查行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查处到两名涉嫌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驾驶员。交管部门介绍，根据法律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交交警警夜夜查查酒酒后后违违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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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百康
路、 东姜路位于世园会园区南边
界， 是世园会外围配套基础设施
重点项目之一， 承担着世园会期
间游客集散通道和接驳走廊的重
要功能。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
延庆区百康路、东姜路2项世园会
配套道路工程， 这两条路已实现
基本完工并具备通车条件。

据了解， 百康路位于延庆区
新城南部， 是贯穿新城的东西向
道路，紧邻世园会园区南侧，是世

园会非围栏区南边界。 这条路西
起康张路，东至京礼高速公路，项
目实施前为二级公路。 改造后的
百康路将升级为一级公路， 长约
3.8公里，红线宽度40m，设计速度
60公里/小时；东姜路位于延庆区
新城南部，呈东西走向，起点延康
路，终点至规划知夏街，道路全长
约4公里。东姜路规划为城市主干
路，设计速度50公里/小时 ，红线
宽为40米。机动车道宽度为16米，
安排两上两下四条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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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1月4
日，市商务局公布《北京市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提出四方面29项开放便利举措，
着力推动金融、科技、信息、文化
创意、 商务服务等五大现代服务
业领域的服务贸易发展。

其中，在金融领域，支持银行
业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服务贸易特
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建立企业
海外投资保险统一投保平台，支
持服务贸易企业国际化经营；在
科技领域， 鼓励和支持境外世界

500强企业、“高精尖”产业领域跨
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设计、 集中
采购、国际营销、财务结算等功能
性机构；在信息领域，鼓励利用云
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
供信息服务并实现远程交付；在
文化创意领域， 推动以数字技术
为支撑、 高端服务为先导的 “文
化+”整体出口等。到2020年，本市
服务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
力争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年增速达
到10%左右， 占本市服务贸易出
口总额比例达65%。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自2018年9
月以来至今， 按照市公安局统一
部署， 环食药旅总队联合市医保
局、市卫健委、食药稽查总队等部
门，牵动16个公安分局，在全市范
围内深化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专项行动。

期间， 对相关医疗机构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共发现136家定点
医疗机构存在不同程度违规问

题，严肃处罚22家，市医保局发挥
数据优势， 对重点人群进行数据
筛查， 处理违规参保人员947人，
打掉涉案团伙10个，刑事拘留103
人，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此次专
项行动重点打击租用他人医保卡
套取医保药品牟利、 利诱指使参
保人员开药再回收销售牟利、利
用非法回收药品加工生产销售假
劣药品以及医疗机构骗取医保基
金等四类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孙艳）2018年
北京蓝天成绩单出炉， 全年首次
无持续3天及以上的重污染过程，
全年连续195天无PM2.5重污染，
空气质量呈现“优增劣减”特征。
日前， 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18
年全年空气质量显示 ，2018年北
京PM2.5年均浓度为 51微克/立
方米，较2017年同比下降12.1%。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
主任刘保献介绍，2018年，北京市
PM2.5等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均
有所改善， 其中PM2.5年均浓度
为51微克/立方米，较2017年同比
下降12.1%；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再

创新低， 连续两年浓度达到个位
数，仅为6微克/立方米。

过去一年里，北京有227个优
良天，占比62.2%，比2017年增加1
天，较2013年多了51天。其中一级
优天数为72天，二级良天数为155
天，重污染日15天。刘保献表示，
2018年 “蓝天” 含金量进一步提
高，空气质量呈现“优增劣减”特
征，一级优天同比增加6天，重污
染日同比减少9天，比2013年更是
减少11.8%。

此外，空间特征上也有变化，
2013年至2018年， 北京市各区域
PM2.5浓度均显著下降 ，2018年

总体空间分布仍为南高北低特
征，但南北浓度差距持续减小。刘
保献介绍，2013年至2016年，北京
市PM2.5浓度空间分布 “南高北
低”较为明显；2018年本市PM2.5
浓度延续2017年整体性下降的特
征， 全市各区域浓度进一步均匀
化，南北差异从2013年的63微克/
立方米降低至28微克/立方米。

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
境管理处处长李翔介绍 ，2018年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 这是近年来
大规模高强度治理后， 环境效益
持续释放， 叠加区域层面协同减
排的结果。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严冬
来临， 京郊各滑雪场纷纷开门迎
客。 根据4日发布的“12315”2018
年12月份消费者投诉分析公示，
滑雪消费成为当月的投诉热点。

滑雪消费投诉主要集中在：
消费者滑雪摔伤后造成的损失经
营者拖延赔偿、 付款后被告知无
法提供租赁柜和滑雪用具、 团购
的滑雪券现场无法使用、 拖延退
还租赁押金等问题。在此，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 滑雪前
要了解滑雪场的经营时间和收费
项目。 由于滑雪场的营业时间长
短受气候影响较大， 各家雪场的

营业时间各不相同， 消费者在游
玩时要注意了解开业和关闭时
间， 避免舟车劳顿吃闭门羹。此
外， 针对雪场的收费项目也应大
致了解， 清楚门票都包含哪些游
艺项目，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2018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为51微克/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市残联等联
合召开部署动员视频会， 从即日
起至1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不让一
个困难群众掉队”为主题的“2019
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集中帮
扶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和残疾登记
失业人员就业创业。

活动期间， 本市将分别针对
就业困难人员、 零就业家庭劳动
力、 残疾登记失业人员， 以及需
要就业援助的去产能、 疏解外迁
或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 困难
企业职工、 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清退养殖户劳动力、 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等四类人员， 提供
全程精细化服务； 集中培训有技
能需求的援助对象， 按照相关规
定落实培训补贴； 开展创业助推
活动， 为有创业意愿的援助对象
提供创业培训， 开展创业帮扶。

全市各区将按照 《北京市精
细化公共就业服务实施细则》要
求， 使用全市统一的就业困难程
度分级工具等帮助有就业意愿的
城乡就业困难人员、低收入农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确定就业困难
等级，为其开展针对性就业帮扶。

对达到重点帮扶等级的本市

就业援助对象， 将结合其分级分
类情况、 就业创业意愿及其资源
情况， 组成以就业援助服务专员
为核心的专门服务团队， 会同有
关部门为其提供就业指导、 职业
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岗位推荐等
针对性就业帮扶。 对就业意愿不
足的本市就业援助对象， 加强就
业指导， 开展相应的心理调适等
就业准备支持； 对有就业意愿但
技能不足的本市就业援助对象，
实施针对性强的职业培训； 对通
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且符合
我市有关规定的就业援助对象，
可通过公益性岗位进行就业。

本市出台29项措施再扩大服务业开放

2项世园会配套道路工程获批复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记者
从通州区“两会”获悉，未来，通州
产业结构将瞄准“高精尖”，核心
由文化创意融合产业、 高端商务
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组成 。到
2025年，通州将建成7大符合副中
心定位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届时
全区产业规模将达到万亿级别。

据区发改委介绍， 今后通州
将构建起总部经济、财富管理、文
化旅游、文化科技、尖端芯片 、IT
信息软件、智能制造7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 吸引一批符合副中心功
能定位的重大产业项目来到通

州。 其中，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是
“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的主角，到
2021年环球主题公园一期开园运
营后，将带动一批酒店、餐饮等关
联企业入驻通州， 年产出规模预
计达到200亿。通州区还计划引进
10家跨国公司或特大型集团公
司，100家独角兽企业和文创上市
企业、投资机构，1000家文化内容
和技术团队， 重点发展高端创意
创新、动漫设计产业，构建“文化
科技融合”千亿级产业集群。

承担着 “总部经济”“财富管
理” 两大产业集群重任的运河商

务区正在通州大运河畔加速崛
起。 区新城中心区建设管理委员
会潘武亮介绍， 通州区聘请了多
家国际顶级战略咨询机构为运河
商务区进行产业规划设计， 并借
鉴上海陆家嘴、 深圳福田CBD等
国内成熟商务区的经验。目前，京
杭广场等3个项目交付使用。

去年连续195天无PM2.5重污染

通州产业结构将瞄准“高精尖”

区区两两会会关
注注

本市打击欺诈骗取医保行为 刑拘103人

包括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劳动力等 提供全程精细化服务
2019就业援助月集中帮扶四类人群

运河商务区正加速建设 至2025年将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17辆超长版“复兴号”北京南站首发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1月5

日零点， 全国铁路开始实施新的
列车运行图。当日，17辆超长版时
速350公里复兴号将首次亮相京
沪高铁， 担当北京南至上海虹桥
G9/G16次列车运行任务。 其中，
由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担当的
G9次动车组列车于中午12点整
从北京南站首发。 超长复兴号全
长439.9米， 载客定员1283人，载
客能力较16辆编组增加90人。

2018年底， 京哈高铁承德至
沈阳段等10条新线相继开通运
营，济南至青岛高铁开通，京津城
际北京南站至天津站的26对高铁
列车也调整至天津西站始发终
到。调图后，北京铁路局始发终到
旅客列车达到677对，其中高铁动
车组列车430.5对。

铁路部门调图采取延长区
段、调整运行线路、增加停站等方

式， 优化列车开行结构和运行时
间。调图后，原终到站为青岛站的
G187次列车，变更终到站为青岛
北站后， 全程运行时间缩短了77
分钟。 北京至南宁的G529/30次
列车将延长至北海， 从北京去往

广西北海不再需要中转， 该车也
是从首都北京始发运行时间最
长、停站最多的高铁列车。

此外， 随着京哈高铁承德至
沈阳段的开通运营， 河北承德地
区将首开高铁动车组。 彭程 摄

滑雪消费成为本市上月投诉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