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石悦） 3月5日， 顺义区仁和镇复
兴村组织村内巾帼志愿者来到顺
义莲花山滑雪场， 开展滑雪 “有
氧” 活动。

滑冰现场， 大家首先领取了
装备并换装， 在教练的带领下开
始热身活动。 教练为大家讲解了
滑冰的注意事项、姿势和技巧，大

家入场开始滑起来了，几圈过后，
很多人掌握了滑冰技巧， 欢声笑
语回荡在雪场中，既放松了心情、
强健了体魄， 又增加了村民间彼
此的感情。 据该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希望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让
巾帼志愿者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和魅力， 学习冬奥和冰雪运动知
识，同时提高冰雪运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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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营养
抉线”“六个核桃乳”“康帅傅”“娃
恰恰” ……这些名字猛地一看似
曾相识， 但仔细辨认才发现竟然
是“山寨”食品。昨天，记者从北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为进一
步提升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水平，
自2018年12月开始， 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
市公安局等6部门共同开展了为
期3个月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
项整治工作。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
区域为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旅
游景点、校园周边等，重点检查对
象为小作坊、小食杂店、小超市、
小餐馆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和食
品集中交易市场、农村集市等，重

点检查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酒水
饮料、调味品、乳及乳制品、肉及
肉制品、 保健食品等农村消费量
大的食品品类。

重点整治使用不真实的厂
名、厂址、商标、产品名称、产品标
识等信息的假冒食品； 食品包装
标识、 文字图案等模仿其他品牌
食品，误导消费者的侵权“山寨”
食品； “三无”食品；以次充好、不
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劣质食
品；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未经检验
检疫或检验不合格、 来源渠道不
明的畜禽产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五毛食品”；涉嫌虚假宣
传的保健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散装白酒等。

截至目前， 全市共检查生产

经营主体3.5万余次，捣毁制假售
假窝点8个，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
件41件， 收缴假冒伪劣食品3000
余公斤。同时，在严格执法打击假
冒伪劣食品基础上， 开展宣传教
育， 目前已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经
营者培训216次、宣传活动434次，
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将以专项整治为契
机， 全面规范农村地区食品市场
秩序， 构建长效机制， 进一步提
升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水平。同时，
我们也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到农
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中来，
积极的举报维权， 为我们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提供线索。”

本市专项整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扫除3000余公斤“山寨”食品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8个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6
日从北京市政路桥恒兴物业了解
到， 3月1日， 为期40天的2019年
春运落下帷幕。 为保障春运工作
平稳运行， 恒兴物业成立了西站
地区春运工作领导及保障小组 ，
对人员疏导、 车辆调度、 旅客问
询、 环境清洁和设备设施维护等
方面周密部署， 采取有力措施和
特色服务，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并取得实效。

春运期间， 恒兴物业参加值
守员工1000余名， 累计疏导旅客
1648128人 次 ； 疏 导 社 会 车 辆
449902车次， 调度出租车146920
辆， 运送旅客350184人次， 发放

夜间行车指南量达4500余册； 调
度摆渡车 182车次 ， 运送旅客
5903人次 ， 夜班公交 450余辆 ，
运送旅客达16000人次 。 同时 ，
爱心驿站提供爱心扶助累计3537
人次， 完成预约接送站65次， 服
务旅客198余人。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 “践行新使命 忠诚 保 大
庆 ” ———首都公安机关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巡
回宣讲团首场开讲， 来自北京警
察学院的1600余名师生参加了宣
讲活动。

活动中， 师生们观看了习近
平总书记2月1日到北京市公安局
视察慰问时的新闻画面。 北京市
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民警
沈琦 、 机动侦查总队民警王少
阳、 环食药旅总队民警郑光达等
首都公安英模和 “最美警察” 代
表， 作为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

向观众分享了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深刻体会， 讲述自
己立足岗位， 在打击违法犯罪、
护卫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维
护网络和信息安全等各项工作中
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 下一步， 北京市公
安局巡回宣讲团将结合首都公安
各项安保任务， 深入基层单位、
安保一线 、 社会院校 、 街道社
区， 广泛开展宣讲活动， 推进首
都党员民警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向广大群众汇报
展示首都公安践行讲话精神的成
果成效。

市政路桥恒兴物业千余员工值守春运

首都民警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团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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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工商严厉打击假冒“中华老字号”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近日，东城工商分局执
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位于某繁
华商圈附近的一家卤煮店， 在其
门外牌匾上突出使用了 “中华老
字号” 字样。 在随后的检查中发
现，该店无法出示取得“中华老字
号”的有关手续，涉嫌发布虚假广
告。目前，东城工商分局已对当事
人进行立案调查。

东城工商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华老字号” 必须由国家有

关部门认定审核， 未经认定的企
业不得擅自以“中华老字号”字样
对外宣传。 消费者可登陆商务部
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中华老字号信
息管理页面，查询“中华老字号”
完整认定名单。 目前， 北京共有
“中华老字号”117家，而该卤煮店
并不在商务部认定的117家之中。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 旅游
市场持续火爆。在利益的诱惑下，
一些不法经营者擅自使用 “中华
老字号”等标志标识，吸引消费者

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这样的行
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28条规定，是典型的发布虚
假广告的行为。

在此， 东城工商分局提示广
大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在消费前先通过正规渠道确认企
业资质。同时，东城工商分局将持
续加大检查执法力度， 对严重侵
害消费者权益、 扰乱市场经营秩
序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
起， 保护消费者权益。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获悉 ，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76个 场
馆和基础设施项目将于明年8
月底之前全部完工。 此外， 京张
高铁、 延崇高速主线年内将建成
通车。

据介绍， 张家口今年将保质
保量推进场馆和相关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严格把握开工、 竣工验

收、 测试三个关键节点， 确保云
顶滑雪公园、 跳台滑雪场、 越野
滑雪场、 冬季两项中心达到测试
赛条件。 76个项目中已经开工了
67个， 完成了4个。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举
办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越野
滑雪、 跳台滑雪、 北欧两项、 冬
季两项等项目的比赛。

京张高铁延崇高速主线年内建成通车

顺义巾帼志愿者感受冰雪运动快乐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随着
2022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 各项
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中。 为全面提升冬奥组委及首钢
园区火灾防控的能力，昨天上午，
北京市消防总队石景山支队首钢
冬奥消防站正式启用， 这是冬奥
会北京地区第一个投入备防的永
久消防站， 也标志着冬奥消防安
保全过程、零距离看护的开始。

首钢冬奥消防站位于首钢园
区内， 占地面积600平方米， 建
筑总面积567平方米， 辖区面积
8.63平方公里。 目前， 消防站有
备防车辆3部， 备防消防指战员
22人， 另由首钢集团配备了2部
电瓶车， 用于园区24小时不间断
消防安全巡视。

首钢冬奥消防站主要担负着
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办公区、国
家冬训中心“四块冰”、单板滑雪
大跳台冬奥项目三大板块的建设
过程中的消防应急救援任务和首
钢园区的消防安全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加强园
区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首钢冬奥
消防站设计初始就将“智慧消防”
纳入首钢园区“智慧城市”统筹谋
划中。 石景山消防支队联合首钢
总公司 、 冬奥组委探索 “物联
网+”技术在消防管理中的应用，

并在奥组委办公区及冬奥冬训项
目中率先推广运用， 逐步形成区
域性联合防范工作机制， 实现实
时、 动态、 互动、 融合的消防信
息采集、 传递和处理， 最大限度
做到“早预判、早发现、早除患、早
扑救”。 彭程 摄

首钢冬奥消防站正式启用
占地面积600平方米 用于园区24小时消防安全巡视

通通州州巧巧娘娘学学做做蛋蛋挞挞
“三八”节即将来临，5日，通州新华街道天桥湾社区巧娘私厨队组

织20名姐妹开展了“快乐烘焙，飘香蛋挞”制作活动。该巧娘私厨队于去
年成立，5名“创始人”从参与者逐渐变为活动组织者，组织社区姐妹开
展寿司制作、亲子课堂等活动，并将制作好的“成果”送至孤寡、空巢老
人手中。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大兴将打造集中连片成带连网森林景观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记者

昨天从大兴区获悉， 2019年， 大
兴区园林绿化工作将以新一轮百
万亩造林绿化为主线， 计划实施
造林绿化3.28万亩， 注重用生态
的 办 法 解 决 生 态 问 题 ， 将 着
力打造集中连片、 成带连网的森
林景观。

据介绍， 今年大兴将在南五
环狼垡桥、 兴华桥、 旧宫新桥附
近各建设一个城市森林公园， 总
面积超过7000亩， 这三大公园分
别是狼垡城市森林公园、 西红门

生态休闲公园 、 旧宫镇 城 市 森
林公园 。 其 中 包 括 300多 亩的
水面， 今年年底前将完成主体建
设工程。

此外， 建设过程中将按照规
定比例标准配套运动场等服务设
施， 并为未来市民需求腾出相应
空间。 这三大公园建成后， 将与
南海子郊野公园共同构建第二道
绿化隔离带地区森林公园环。 据
了解， 南海子郊野公园二期建设
目前进展顺利， 计划于今年7月
开园。

除了三大森林公园外， 大兴
今年还将建成黄村西片区、 魏善
庄、 庞各庄三大城市森林， 充分
利用拆除腾退地块， 在北臧村、
安定、 青云店、 魏善庄等镇建设
村头公园， 提升村容村貌。

同时， 今年， 大兴将在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周边及机场高速、
京台高速等重要廊道两侧再实施
造林绿化 。 新造林将与 此 前 的
造林地块连绵成片 ， 从而形成
“穿过森林去机场” 的大绿大美
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