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春风风送送岗岗
3月7日，顺义区高丽营镇社保所举办了“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共

计40余家知名企业参会，提供人事行政人员、销售、货运物流、驾驶员、
保洁员、技术员、会计、厨师等400余个工种，1000多个空岗信息，薪酬每
月2300元至15000元不等。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开
展了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拦截资金返还暨防范宣传活动。
2019年以来， 北京警方充分运用
“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查控中心”等平台资源，
共冻结涉案账户10万余个， 挽回
群众损失1亿余元。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警方严打电信诈骗
挽回损失1亿余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台湖
万亩游憩园建设工程（四期）获批
建设 ， 此次工程涉及地块面积
2782.25亩。 预计年内开工，2020
年底前建成。

整体设计上， 四期工程结合
台湖镇实地情况制定了三个原
则。第一个是新旧相融。在台湖万

亩游憩园的总体规划方针下，万
亩游憩园前期建设地块、 六环路
绿化带及留白增绿等项目有机连
接。第二个是结构自然。沿城市界
面、 休闲场地及园路适当营造微
地形，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第三
个是系统稳定。依据地块面积、分
布，考虑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
虫、取食和栖息环境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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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东城工商分局获悉，23家
公司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被依
法立案调查。

近期， 东城工商分局在日常
监管中， 发现辖区体育馆路周边
地区短时间内集中新增设了23户
经营性质基本相同的公司。 经查

发现， 包括北京至善源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在内的23家企业均未在
注册地经营， 部分企业提供的地
址为虚假地址。 综合当事人登记
注册材料以及从不动产登记部门
取证情况， 东城工商分局对上述
23家涉嫌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工商
登记的公司依法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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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家科普馆打造“首都科普”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孙艳） 8日，北

京科学教育馆协会在京成立，首
批成员单位75家， 包括中国科技
馆、北京科学中心等。

北京科学教育馆协会由中国
科技馆、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学
中心、 北京企业文博协会五家单
位共同发起，为公益性社会组织，
实行会员制， 重点吸纳超过1000
平方米的科学教育场馆为会员。

将广泛挖掘、 凝聚吸纳全市各具
特色的场馆作为协会成员单位。
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
展， 集中展现在京科普场馆的形
象，打造“首都科普”新名片。

当天， 京津冀三地科协共同
倡议发起成立京津冀科学教育馆
联盟。三地科教馆联盟成立后，将
整合三地高校科研资源， 加强馆
校合作， 推进科学教育馆深度融
合和交流合作， 带动和辐射京津

冀乃至全国科普场馆建设水平整
体跃升，丰富科技创新文化内涵。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3月8
日， 石景山消防支队鲁谷大队联
合老山街道、派出所、物业公司，
针对消防车通道堵塞易引发的安
全隐患问题，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专项宣传工作。

此前， 石景山消防支队苹果
园大队联合苹果园街道等部门形
成合力， 对苹果园街道西井四区

开展畅通消防车道行动， 期间拆
除私装地锁85个。据了解，石景山
消防支队持续指导属地街道落实
属地职责， 督促物业单位落实主
体责任， 并依托社区老街坊防消
队力量， 提醒居民应急通道严禁
占用、消火栓周边严禁停车，同时
在主要应急安全通道设置护栏，
以保证应急安全车通道畅通。

台湖万亩游憩园四期明年底前建成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7日，
第二届“寻找最美安监巾帼”主题
活动颁奖典礼举行。 本次颁奖典
礼以“巾帼英姿再谱安全新篇 铿
锵玫瑰又绽平安芳华”为主题，对
“寻找最美安监巾帼”宣传推选活
动进行了介绍和总结， 并举行了
颁奖仪式。38名在全市各个行业、
守护市民安全的女将们， 在 “三
八”节来临前夕收获了一份荣誉。

据了解，第二届“寻找最美安
监巾帼” 推选宣传活动是由市应
急管理局、市妇联联合发起，由朝

阳区应急管理局、人民日报·人民
数字、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妇女
报、劳动午报共同协办，集合了政
府、媒体多方力量，旨在首都安全
领域选树一批女同志典型群体形
象，展现其“爱岗、奉献、担当”精
神和良好的业务素质。 此次活动
经过广泛发动，吸引了各区、市属
国有企业、中央在京企业、社会组
织推荐优秀候选人共300余人。通
过专家初评、 网络投票、 演讲展
示、面试等环节，最终评选出38名
“最美安监巾帼” 及8家优秀组织

单位。获奖者及所在单位领导、部
分专职安全员、 新闻媒体， 共计
15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树森在颁奖典礼上致辞。他
强调，要以认真践行“北京安监精
神”为目标牵引，大力选树安监巾
帼； 要以自觉奉献安监事业为目
标导向，积极宣传安监巾帼；要以
积极凝聚安监力量为目标定位，
充分发动安监巾帼， 为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推动首都应急管
理事业快速发展书写新篇章。

石景山多部门联手整治消防车通道

23家公司提供虚假材料注册被调查

本市38名“最美安监巾帼”获表彰

本市启动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
建立市场化分配机制 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晶） 记者从3
月8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国资
委、 市财政局联合召开的全市改
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工作部
署会上了解到， 本次改革不是普
遍涨工资或降工资， 也不是把国
有企业工资管严、管死，而是要建
立市场化的分配机制， 增强国有
企业活力，提升国有企业效率。

近年来， 本市国有企业逐步
健全壮大， 在保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增加就业机
会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但在工资分配领域，还
存在一些问题， 突出表现为工资
决定机制比较僵化、 挂钩指标比
较单一、企业功能定位体现不够、
工资分配市场化程度不高等，一
些关键岗位、重要岗位、技术岗位
的职工薪酬低于市场价位， 存在

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 工资分
配秩序不规范， 工资增长与业绩
考核挂钩不紧密， 能增能减的内
部分配机制没有完全建立等。

去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国务
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本市制定出台了《关
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
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实施意
见》）。会议明确，此次改革覆盖全
市各级各类国有企业， 今年是改
革的起步之年， 为顺利推进改革
取得实效， 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将
会同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推进改
革的工作合力， 引导国有企业合
理确定职工工资水平。 各级履行
出资人职责机构要抓紧制定出台

所监管企业的具体改革实施办
法。市属企业要根据《实施意见》
和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要求，抓
紧制定本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
制度， 编制2019年度工资总额预
算方案， 及时报履行出资人职责
机构审核后实施。 各区要结合实
际， 研究制定改革国有企业工资
决定机制实施方案。

人力社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实施意见》 在国家文件精神
的基础上，有三个特色：一是结合
首都功能定位， 明确对于按照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 承担疏解非首
都功能、筹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发
展高精尖产业等方面重点任务的
企业，可将疏解任务完成率、工期
完成率，高精尖企业的创新能力、
创新效益和全球影响力等相关指

标， 作为决定工资总额的联动指
标，激励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二
是探索在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
经济效益年度间波动较大或存在
其他特殊情况的企业， 按照周期
最长不超过三年进行工资总额预
算管理， 使预算管理更加切合企
业生产特点和管理实际。 三是企
业统筹考虑吸引和留住人才，科
学制定薪酬策略， 建立健全以岗
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向
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倾斜，
对关键技术岗位的优秀人才实行
年薪制并设立企业年金。

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
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是中央自上而
下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 各级各
类国有企业均要贯彻落实。 市国
资委将制定出台 《北京市国资委
监管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实施

办法》，各企业要根据《实施意见》
《实施办法》制定和完善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制度， 在所属各级子企
业中层层落实改革要求， 实现工
资预算“全覆盖”；对接财务全面
预算管理， 以提高人工成本投入
产出效率为目标， 实现人工成本
“全预算”；挂钩经营业绩考核，将
各级企业的经营责任和考核指
标，分解落实到工资总额管理中，
实现考核分配“全挂钩”。通过全
覆盖、全预算、全挂钩，真正将工
资决定机制改革作为推动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 落实国有资本经
济责任的助推器。

据悉，今年人力社保、财政、
国资等部门将对国有企业执行国
家工资收入分配政策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及时查处违规发放工资、
滥发工资外收入等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3月9日从市交通委获悉， 本周三
起，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优化
调整， 最短34分钟即可从北京中
心城到通州城市副中心。

这条线路开往通州方向有3
列车辆。原来，其中2列由北京西
站始发，1列由北京东站始发。优

化后，3列车辆全部由北京西站始
发。同时，西站始发列车最短运行
时间由39分钟减少到34分钟；早
高峰发车间隔由31分钟缩短到25
分钟。调整后，三列车辆到达通州
站时间为7:34、7:54和8:15。

始发站北京西站的接驳能力
也进一步加强， 南北广场共设置

公交线路37条。其中，北京西站北
广场始发公交线路可通达丰台、
海淀、石景山等8个行政区；南广
场始发公交线路可通达房山、门
头沟等10个行政区。 乘客抵达通
州火车站后，可乘坐专205路一站
直达城市副中心，专205路发车时
刻与副中心线的到发时间匹配。

本周三起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