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 ，
2018年，本市又有6个保障房项目
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其中， 门头沟区丽景长安小
区（配建限价商品房）、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金茂悦家园 （配建公
共租赁住房）、金茂逸墅家园（配
建公共租赁住房） 等三个项目荣
获 “2018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优秀住宅小区金奖”；丰台区亚林

西公共租赁住房、花香四季（限价
商品房及自住型商品房） 等两个
项目荣获 “2018中国土木工程詹
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 （保障
房项目）”；石景山区南宫嘉园（经
济适用房及限价商品房 ） 荣获
“2018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优
秀住宅小区表彰项目工程 （单项
优秀）科技单项奖”。自2012年起，
本市共有13个保障房项目荣获中
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本市6个保障房项目荣获詹天佑奖

20日，“努力交出高效率城市治理新答卷”宣讲活动举行。本次宣讲
团由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任团长单位。 宣讲团成员阐述了如何在
2019年健全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和制度规范，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本次活动由三位宣讲人从城
市治理的不同层面进行讲述。 本报记者 白莹 孙妍 摄影报道

海海淀淀城城管管宣宣讲讲智智慧慧城城市市建建设设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新编制修订的 《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管理权限的
建设项目目录（2018年本 ）》以及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 〉 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
（2018版）》 两项规定自3月1日起
实施。 据透露，此次调整后，属于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管理权限的建
设项目类别较此前将减少55%。

本次发布的两项新规进一步
下放审批权限， 同时， 对建设项
目环评分类管理简化降级， 更贴
合北京实际， 使建设项目环境评
价审批手续办理更加便捷， 体现
了政务服务水平的提升。 新规针
对原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2015年本）》 里存在的部分新增

项目类型未做规定等问题进行修
订。 此次调整主要采取 “四下放
一取消一上收” 的形式， 方便建
设单位就近办理审批手续过程。

其中 “一取消 ” 是指通过
删除目录取消一批， 删除现行分
级目录中本市不再建设的部分建
设项目， 如 “除燃气发电工程外
的火电站 、 热电站 ” “炼铁炼
钢、 有色冶炼” “农业转基因项
目、 物种引进” “黑色金属、 有
色金属” “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
或年产10万吨以上金属铸件的金
属制品类” “非金属矿采选及制
品制造” 等。 “一上收” 是指通
过明确项目类型上收少数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权 限 ,对 于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中涉及 “分割、 焊接、
酸洗或有机溶剂清洗工艺的” 以

及 “集成电路需编制报告表建设
项目” 的建设项目， 管理权限在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 以严格此类
项目的管理工作。

《细化规定》则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
境保护部令第44号）及《关于修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 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
环境部令第1号）为基础，结合北
京本地特点制定完成。

目前， 建设单位或个人如需
申报本市及各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手续， 可登陆首都之
窗 （www.beijing.gov.cn） “政务
服务” 中市生态环境局 “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政务服务
事项 ， 查询办理流程 、 设定依
据 、 申报材料 、 样表模板等信
息， 并进行网上申报。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近
日，由顺义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
员会等主办的 “福满京城春贺神
州” 顺义区第二届不忘初心奋进
新时代迎新春文艺汇演在马坡镇
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贴近实际、 贴近生
活，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著名歌
唱家的独唱 《顺心顺意》《我爱你

中国》《农民兄弟》，有我与改革开
放40年百姓宣讲 《33年的坚守》，
有京剧名家演唱《野猪林选段》和
浓郁地方特色的京东大鼓 《灶王
爷的传说》，更有神奇不断的魔术
和街舞现代舞表演。 活动受到群
众热烈欢迎，为新农村建设、活跃
人民文化生活、 展现家乡风采做
出了贡献。

顺义新春文艺汇演展现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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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为进
一步加强“保健”市场监管，近日，
石景山工商分局对辖区沿街保健
品店开展重点检查。

据石景山工商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近期重点检查保健行业
及保健品经营主体证照、 备案情
况以及进销货票据。 检查店内宣
传广告，杜绝广告夸大产品功效，
欺骗误导消费者， 杜绝保健食品
广告宣称疾病预防和治疗作用，

杜绝医疗器械广告利用专家患者
名义为疗效作证明。同时，要求商
户积极妥善处理消费纠纷， 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下一步，石景山
工商分局将加大打击力度， 重点
查办一批宣称具有“保健”功能，
并声称具有保健功效的器材，查
处日用品、日常消费品、净水器、
净化器等日用家电等违法宣传的
案件，规范保健品市场，净化“保
健”行业。

石景山工商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城六区PM2.5目标今年低于51微克
本市启动2019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 PM2.5年均浓度力争继续下降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2019
年，北京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目标确定， 北京首次在全国率先
使用PM2.5三年滑动平均值作为
年度目标来考核。昨天，记者从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北京市污染防
治攻坚战2019年行动计划》 正式
印发，新行动计划提出，2019年北
京空气质量目标任务为PM2.5年
均浓度、 三年滑动平均浓度力争
继续下降。

市生态环境局介绍， 此次发
布的行动计划对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的2019年任务措施进

行了总体布局， 旨在统筹生态环
境系统保护， 全面推进生态环境
精治、法治、共治。根据计划，2019
年 北 京 空 气 质 量 目 标 任 务 为
PM2.5年均浓度、 三年滑动平均
浓度力争继续下降； 水环境目标
任务为全市地表水水体断面优良
比例达24%以上， 劣Ⅴ类水体断
面比例控制在28%以内， 力争提
前一年完成国家 《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考核目标；土壤环境目标
任务为力争提前一年完成国家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的
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目标，安全利用率均达90%以上。
2019年北京年度治理目标

中，首次加入了3年滑动平均值的
考核目标， 北京率先在全国使用
该指标考核大气治理成效。 据介
绍， “PM2.5三年滑动平均浓度”
指标是指连续三个自然年细颗粒
物年均浓度的算术平均值， 最先
由发达国家用于空气质量评价。
考虑到气象条件的变化对当年的
空气质量存在一定的影响， 该指
标采用三年浓度平均值， 能一定
程度弱化气象条件年际间的波动
影响问题， 更好反映污染治理带

来的环境效益。
市生态环境局表示， 随着治

理的深入， 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
每年的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在
短期内受气象影响甚至会出现波
动、反复，但长期看总体呈改善趋
势。因此，综合气象的影响因素，
使用三年滑动平均浓度中和了气
象因素的影响， 突出体现人为努
力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 更好
地反映变化趋势， 符合当下空气
质量评价需求。

根据各区的污染形势和特
征， 该行动计划还设置了不同的

空气治理目标。昌平、怀柔、密云、
延庆PM2.5年均浓度要低于46微
克/立方米；门头沟、顺义、平谷要
低于48微克/立方米；城六区低于
51微克/立方米； 房山、 通州、大
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低于53微克/
立方米。

此外， 下一步将严格考核问
责。市政府将各区政府、各部门和
各单位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年行
动计划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对因工作不力、行政效率低下、履
职缺位等导致未完成目标任务
的，严格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北京市两项环评新规3月1日起实施
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简化降级

本报 讯 （记 者 盛 丽 ） 近
日， 北京市发改委下达兴延高速
（昌平段） 绿色通道景观建设工
程专项建设任务。 记者了解到，
兴延高速 （昌平段） 绿色通道建
设工程预计2019年3月开工， 5月
初完成主体工程。

据了解 ， 兴延高速 （昌平
段 ） 绿色通道建设工程 ， 全长
30.2公里 （其中平原段16.6公里，
山区段13.6公里 ）， 南起西北六
环双横收费站， 北至延庆交界。
实施范围为该段高速沿线， 包括

平原地区两侧各100米范围、 山
地第一层山脊线可视区范围， 涉
及阳坊镇、 马池口镇、 流村镇 、
南口镇 （含南口农场） 等4个镇1
个农场19个村。

项目实施面积9463亩， 其中
平原段实施3463亩、 山区段实施
6000亩 。 平原段造林 采 用 集 中
连 片 链 绿 网 、 勾 边 打 底 定 基
调的策略 ， 结合原有林充分形
成集中连片的近自然生态景观。
山区段造林采用适地适树原则，
主要对可视范围内的区域进行景

观提升增加耐寒 、 耐旱常绿乔
木和彩叶树种 ， 形成斑块状的
混交林。

兴延高速（昌平段）景观建设明年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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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记者昨天从北京警方了解
到，2月19日全天， 全市公共交通
系统客流约2009万人次， 较前一
日上升2%。面对今年元宵灯会活
动举办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时间
跨度长、安保标准高的特点，北京
公交警方日均投入3000余名警
力， 确保了全市17场活动周边25
座重点轨道交通车站运营秩序良
好，期间，共安检物品442.9万件，
查获各类禁限带物品810件。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日投3000余警力
护航平安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