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天获悉， 为确保春运
期间公共交通系统治安秩序良
好，1月以来， 北京公交警方每日
投入警力3000余人次以上， 会同
相关执法部门，在繁华商业街区、
旅游景点、机场、火车站、公交枢
纽、长途场站周边地铁车站，采取
“公交民警盘查核录、属地民警密
切配合、重点车站警犬进站协检、
全路网人物同检和视频巡控”等
措施，确保春运期间的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3000警力保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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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自1
月8日开展本市整治“保健”市场
百日行动以来，截至23日，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保健”市场
共立案18件，结案10件，罚没款共
计87万元。9件案件线索正在核查
中。下一步，将重点检查直销企业
和保健食品企业，实现精准打击。

25日， 记者从进一步加强全
市保健食品和直销企业监管工作
部署会上了解到， 自1月8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等13个部委下发整
治“保健”市场的通知以来，市市
场监管局联合本市15个相关部门
启动了本市整治“保健”市场百日
行动工作，并对在京登记注册的8
家直销企业进行了集中约谈，全
面启动直销企业自查工作； 制定
下发工作文件， 对保健食品市场
整治专门作出了部署。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
继续落实整治“保健”市场百日行
动方案。 其中， 针对保健食品企

业， 将开展对保健食品生产和销
售企业共10个方面的重点检查。
包括严厉打击保健食品利用标签
说明书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不依
法依规开展投诉举报处理、 非法
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全
面加强线下线上一体化监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区
工商执法和食药稽查部门加强情
报收集， 排查线索， 积极拓展案
源，实现精准打击，在专项行动中
要进一步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工作， 对摸排中发现的涉
“保健”案件要从快从严查处。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 继公安部
制定出台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
法权威工作规定》 后，《北京市公
安局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实施
办法》将于2月1日出台实施。

此次出台《实施办法》具体内
容共分为六章四十条， 从组织及
职责分工、维权范围及管辖、依法
履职免责、 维权保障措施等方面
做出了明确规定，将与公安部《公
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
定》同步施行。《实施办法》明确了
应当开展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
的11类具体情形， 明确将网络上

发生的侮辱诽谤、 不实炒作等侵
犯民警执法权威案（事）件纳入受
理范围；对于采取殴打、撕扯、拖
拽等暴力行为， 妨害民警依法执
行职务的， 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审
查；对于以吵闹、谩骂、恐吓等非
暴力方式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
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此外，《实施办法》 扩大了维
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的保护范
畴， 民警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
安全、 人格尊严不因民警依法履
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威胁、
侵犯、侮辱、贬损。《实施办法》提
出建立民警依法履职免责补偿专

项资金， 对于因民警依法履行职
责、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经民
警所属单位维权委批准， 由专项
资金给予补偿。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北京出台实施办法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天从北京警方了解到 ， 去
年， 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系统
不断加强与各警种密切协作， 共
破获环食药旅领域刑事案件700
余起， 刑事拘留1100余人， 同比
上升31.8%； 办理行政案件近800
起， 行政拘留800余人。

据介绍， 去年以来， 北京警
方围绕蓝天、 碧水、 净土三大环
境保卫战， 在大气、 水、 土三个
领域深入推进 “蓝天一号” “蓝
天二号” “清河” “净土” 等专
项行动， 抓获并作拘留以上处理
违法犯罪人员230余人； 围绕食
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 先后开展

“猎酒” “净网2018”、 整治网络
送餐、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 整治非法行医等专项行动，
刑事拘留近900人， 铲除各类黑
窝点、 黑作坊800余个。 在环境
领域， 推动建成了20个 “河长+
警长” 河湖执法联合警务站， 实
现对全市12个主要流域全覆盖。
在旅游秩序维护方面， 联合相关
行政部门开展严厉打击非法 “一
日游”专项行动，成功打掉全市首
起旅游领域非法“一日游”全链条
犯罪团伙，刑事拘留“门店、旅社、
导游、司机、票提”等相关违法犯
罪人员65人， 实现了非法 “一日
游”的全链条清整。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25
日，河南（北京）经贸合作暨农特
优产品推介会在北京新发地国际
农产品会展中心举办。 好想你枣
业等159家企业， 携带面制品、饮
品、豆制品、深加工产品共360余
种河南农特优产品集中展示。

香港贸易发展局、 北京市商
务局、 河南省商务厅等相关负责
人， 以及中国蔬菜流通协会、 北

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企业
代表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对于扩
大河南优质农特产品在京销售、
促进 “三农 ” 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河南省将完善农产品流通链
条， 使更多更好的河南农特优产
品进京销售， 为北京大型农产品
批发市场、 连锁超市、 电商企业
采购高端、 绿色、 有机、 生态农
产品提供服务。

本市整治“保健”市场 半月立案18件
罚没款87万元 下一步将重点检查直销企业和保健食品企业

市场监管局集体告诫保健食品企业及网络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23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部
门对本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及大
型网络第三方平台开展了一次集
体告诫。 要求各相关企业严格按
照各项法律法规合法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坚决杜绝一切违法行为。
要求电商平台落实实名制管理制
度，建立保健食品风险警示制度。

告诫会上， 市市场监管局要
求各相关企业严格按照各项法律
法规合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

格按照 《北京市整治保健食品市
场百日行动方案》 的要求逐个开
展产品自查。 生产企业要对生产
管理体系开展自查， 建立完善全
过程监管体系，严控产品质量，建
立有效的消费争议解决制度，全
面建立产品追溯制度； 要求电商
平台落实实名制管理制度， 履行
经营主体审查责任， 建立保健食
品风险警示制度， 严控保健食品
广告宣传， 全面落实电商平台产
品可追溯。

北京国企党建工作指南发布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25日，
市国资委召开 《新时代北京国有
企业党建工作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新书发布会，现场向基
层国企党务工作者发放新书。记
者从发布会获悉， 该书首次印刷
2.5万册，将成为市国资委系统基
层党务工作者手中极具实用价值
的工具书， 指导北京国企党务工
作者积极开展和落实党建工作。

据了解， 市国资委党委高度
重视《指南》编写工作，不仅专门
成立编写领导小组， 从企业抽调
业务骨干组建编写小组， 还先后
组织召开启动会、评审会，对《指
南》编写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经
过出版社、 各处室和编写小组多

次进行对接，对《指南》的内容进
行反复修改，最终，历时半年时间
编著的 《新时代北京国有企业党
建工作指南》终于出版了。

《指南》 全书共十篇三十八
章，主要围绕国企党建工作“谁主
管”即责任体系，“干什么”即工作
内容，“怎么干” 即工作方法等问
题， 系统介绍了加强国企党的建
设的思路、内容和方法，为开展新
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提供有
益的指导和参考。

“该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指
导性和操作性， 将有效帮助各级
领导人员和党务工作者提高岗位
技能和履职能力。”市国资委党委
书记、主任张贵林出席发布会，并

表示， 为落实基层党务工作者学
习好运用好《指南》，切实提升国
企党建工作水平， 国资委党委将
以《指南》为基本教材，在全系统
遴选优秀党务工作者组建百支宣
讲队，下沉到基层一线宣传讲解，
让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
了解 《指南 》、掌握 《指南 》、用好
《指南》。年后，市国资委还将组织
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工作者技能大
练兵、大比武，以及不同范围的知
识竞赛与培训，营造学《指南》、用
《指南》的浓厚氛围。

张贵林说：“希望全系统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 边学
习、边实践、边提高，不断丰富和
创新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

指导国企党务工作者开展和落实党建工作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瑞犬辞旧岁 ， 金猪迎春

来。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首都文明办给您拜年啦！过去
的一年，北京大事多、喜事连，
服务保障“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大城市病” 治理成效
显著，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北京行政副 中 心 正 式 启 用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市民
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
出。在此，首都文明办向您致
谢，为您点赞！

为了过一个吉祥年、平安
年， 我们再给您提个醒儿，和
您共勉：

“热热闹闹”过大年。春节
是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那些
传统的老理儿咱可不能丢 。
“廿三糖瓜粘，廿四扫房日，廿
五炸了丸子炸豆腐……”，一
边回味着儿时的童谣，一边贴
对联、剪窗花、挂灯笼，陪着孩
子守岁，带家人四九城里逛庙
会、赏花灯，把年过的喜庆有
年味儿。

“干干净净”过大年。过年
就要有过年的样子。咱北京人
向来讲礼数、懂规矩，要积极
响应“门前三包”号召，鲜花绿
植扮靓阳台，屋里屋外收拾停
当， 主动参与社区庭院美化，
自觉做到不乱吐乱扔、不乱贴

乱画、不乱摆乱堆、不乱停乱
放，垃圾分类投放，共同呵护
美好家园。

“清清爽爽”过大年。人民
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人民
管。为了节日期间能呼吸到新
鲜空气，体验到顺畅的交通环
境 ，请您继续关注支持 “V蓝
北京”公益行动，走亲访友优
先选择绿色出行；亲友聚会适
量点餐、理性消费，坚持“光盘
行动”；抵制封建迷信，不搞焚
香烧纸祭祀； 遵守禁放规定，
不在五环内燃放烟花爆竹，让
节日期间的首都更清新、更有
魅力。

“团团圆圆”过大年。家和
万事兴。要珍惜难得的假日时
光，放下手机，多陪家人唠唠
嗑儿，一起动手包饺子、做顿
年夜饭，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
收看春晚；外出遇到还在辛勤
工作的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要面带笑容主动
道声过年好，给这座城市增添
一抹温情。

我们都是追梦人。转过年
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努力，以
实际行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70周年华诞盛典！

首都文明办
2019年1月28日

首都文明办致市民朋友
文明过大年倡议书

本市破获700余“环食药旅”领域刑事案

360余种河南农特优产品进京推介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朝阳团区委组织召开的
2019年“阳光伙伴”项目启动会上
获悉，截至2018年末，“阳光伙伴”
项目已吸纳各类社会组织76家，
助力公益事业发展。

据朝阳团区委副书记孙博洋
介绍，“阳光伙伴”10年前根据需
求应运而生， 成长为朝阳公益志
愿活动中坚力量。截至2018年末，

已吸纳各类社会组织76家， 涵盖
助老、助残、助孤、环保、打工子弟
义务支教、 盲人帮扶、 小动物救
助、 农民工法律援助等多方面公
益服务方向。 项目组运营负责人
表示：“阳光伙伴倡导 ‘分担即分
享、温暖即希望’的服务理念，在
深度社群交往中共同发声、 共谋
出路、 共建生态。”“阳光伙伴”各
项活动将于春节后正式展开。

“阳光伙伴”吸纳76家公益性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