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近日，
市公安局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北京市公安局建局70周年青
年民警主题演讲比赛决赛，12位
选手用质朴的语言、 亲身的经历
讲述首都公安服务人民、 执法公
正的点滴故事。

12位选手中， 有三代反扒师
徒薪火相传、“跟贼死磕到底”的
赤胆忠心，有“胡同交警”一心为
民、着力建设畅通、和谐、宜居老

北京胡同的爱民情怀， 有首都公
安最年轻高级工程师坚持 “向科
技要战斗力”、全力推动首都公安
智慧警务建设的刻苦钻研， 还有
42年情系公安老民警，坚守“做有
益于人民的人”的无悔初心。

据了解， 青年民警主题演讲
比赛是市公安局的一项品牌青年
活动，连续举办两年来，产生了一
批警营青年演讲人才， 走上了北
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舞台。

3月12日是中国植树节 ， 玉
渊潭公园全面启动今春的 “春
植护花 ” 工作 。 “樱落花谷 ”
新景区内近 50名 “植绿护花 ”
游客志愿者正与工作人员一起
栽植樱花以及连翘 、 丁香 、 紫
薇等花灌木 。 据了解 ， 公园在
今年的樱花等春植工作中 ， 特
别邀请了游客志愿者参与栽植
工作 ， 并为园内的樱花树悬挂
“文明赏花” 温馨提示牌， 共赴
植树节这场春天的约会。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玉渊潭公园
开启“春植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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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顺义区高丽营司法所联合妇
联开展 “法律援助助力维护妇女
权益”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横幅、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现场法
律咨询等方式进行宣传， 并对领
取宣传资料的群众进行了简单的
讲解。 活动期间， 道盛律师事务
所的金芳律师还参与现场法律咨

询,为群众解答关心的法律问题。
妇女群众表示， 此次宣传活动不
仅让她们学习到了法律知识，提
高了法律意识， 同时又充分地感
受到了 “三八” 节浓厚的节日氛
围。 高丽营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女职工维权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话题， 在自己的节日学会用法
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是司法所送
给每一名女职工的节日礼物。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安京京 ） 记者昨天从市教委获
悉， 2019年， 北京21所中职校将
通过中考招生新增43个“3+2”中
高职衔接项目。

“3+2”中高职衔接项目是中
高职学校发挥各自优势， 与行业
企业密切合作， 联合培养高技能
人才的一种办学形式。 自2012年
首次招生以来，“3+2” 中高职衔
接项目最初有9所中职校与8所高
职院校在10个专业开展办学试
验，随后规模逐年扩大。

参加“3+2”中高职衔接项目
的学生完成3年中职教育后再接
受2年高职教育，毕业后取得相应
中高职教育学历证书及相关职业

等级（资格）证书。在试验班就读
的学生前3年纳入中职校学籍管
理，完成3年中职课程且成绩合格
可获中职毕业证书； 后2年 （或3
年）纳入高职校学籍管理，毕业时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大专层次）
毕业证。

据悉 ，今年新增 “3+2”项目
的21所中职校既包括北京商贸学
校、北京金隅科技学校等中专校，
也包括北京市东城区古城职业高
中等职高， 还有北京仪器仪表高
级技工学校等技校； 新增专业包
含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虚
拟现实应用技术等； 对接的高职
院校有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10余所。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通州
区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设工
程 （三期）（以下简称潮白河景观
带三期）即将开建，这片占地6594
亩的绿化工程，全部为新增造林。
预计明年8月完工。

潮白河景观带三期涉及宋庄
镇、西集镇两镇，总面积6594亩。
项目将突出城市森林的定位，建
设大尺度近自然森林景观。 潮白
河景观带三期集中位于一期、二
期周围， 将一期五个分散地块串
联起来， 还能对二期局部过窄的
地块进行扩充， 保证游览线路更

加顺畅。未来三处将集中连片，营
建一片四季有景，生物多样，以林
窗游憩为主的近自然森林。

据了解， 宋庄片区某地块北
面紧邻潮白河引水渠， 南邻京秦
高速公路，将以“休闲森林”为特
色进行建设。一方面，通过种植形
成复层植物结构， 为动物提供栖
息地。另一方面，预留适量的运动
场地、 林趣节点场地以及度假休
闲的露营基地等。 西集片区某地
块临近乡道和原有林地， 将连接
潮白河森林景观带二期绿道，同
时，在邻村位置设置运动场地，为
村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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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所中职校将新增43个“3+2”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孙妍） 昨天，
记者在即将闭店升级改造的长安
商场了解到，这座伴随着“90后”
成长， 传统模式经营的商场将迎
来升级转型。 目前和商家进入大
甩货阶段， 卖场各个角落都贴出
了“封店改造，全场出清”的促销
通知，吸引大批老顾客前来扫货。
据悉，预计4月开始闭店改造，“十
一”前重新亮相。

据了解， 未来的长安商场将
继续服务周边居民， 打造15分钟
社区便利生活圈。 改完后的长安
商场将定位为精致社区生活中
心， 以便民、 利民， 满足和促进
目标客户群的综合消费为目标，
打造开放式生活商业服务体 。
“长安商场未来不仅是一个购物
中心 ， 还是服务中心 、 娱乐中
心、 社交中心。” 据长安商场相
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能够提供优
选的产品和服务、 富有竞争力的

价格 ， 以及优雅舒适的购物环
境， 满足顾客家庭生活、 亲子生
活 、 休闲生活及社交生活的需
求， 使商场成为家的外在延伸，
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有温度的

“第三生活空间”。
此次调整， 长安商场还将配

合长安街及延长线环境景观提升
工作，对商场外立面进行改造，让
老牌商场焕发出新生机。 孙妍 摄

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三期明年完工

长安商场下月闭店“十一”前重装亮相

本市筛查整改网络订餐店铺3.5万户次
违法违规店铺要及时采取下线等处置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为
进一步保障首都网络订餐食品安
全， 近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集
体约谈了美团点评、 饿了么、 到
家美食会、 美餐网、 锦食送5家
网络订餐平台企业。 此前在专项
治理整顿中， 共筛查出问题并整
改入网餐饮经营单位3.5万户次。

此前， 市市场监管局针对网
络订餐平台未充分履行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 入网审核不严格， 导
致无证、 套证、 假证等违法行为
的发生， 以及平台存在信息公示
不规范、 对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
网络食品经营管理不到位的问
题， 对平台及线下入网餐饮经营
单位开展了专项治理整顿工作。
其间， 共筛查出问题并整改入网
餐饮经营单位3.5万户次 ， 对违
法事实清楚、 问题严重的餐饮经

营单位及网络订餐平台共立案查
处2100余件。

据了解， 市市场监管局提出
六项要求， 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加
强风险防控， 保障首都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 一是充分履行企业主
体责任， 把好入网审查关， 落实
实地审查义务； 二是加强对入网
餐饮店铺日常巡查和监测， 采用
综合手段防止超范围、 信息公示

不规范、 经营地址异常等违法现
象发生， 发现的要坚决制止并向
监管部门报告； 三是规范信息公
示， 对线上餐饮店铺公示的证照
等信息要确保齐全、 清晰， 便于
查看； 四是及时处置 违 法 违 规
入网店铺 ， 对自查发现和市场
监管部门通报的违法违规店铺要
及时采取下线等处置措施， 并及
时进行公示曝光； 五是及时快速

处置消费者网络订餐类投诉举
报， 情况属实的， 要先行赔付；
六是做好网络订餐舆情监测及危
机应对准备， 及时、 快速处理突
发事件。

各平台企业食品安全负责人
表示， 将加强平台自律， 并发挥
平台自身技术、 大数据等资源优
势， 保障好消费者网络订餐服务
和食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为全
面优化升级窗口服务， 北京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前期推出出
入境管理局24小时出入境自助服
务厅和朝阳、丰台、通州三个分局
出入境自助服务厅基础上， 于11
日新增设启动西城、 石景山两个
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 为群众
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便利。

西城分局出入境24小时自助
服务厅位于西城区新壁街3号，为
24小时开放； 石景山分局出入境
自助服务厅位于石景山区古城南
里甲3号， 开放时间为每日8时至
24时。 两家新增出入境自助服务
厅可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澳台
旅游签注、 领取出入境证件两项
服务。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在西城

和石景山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
理普通护照、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
证和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
境证件时， 可前往自助服务厅领
取证件。 有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签
注需求的， 须持有效的电子往来
港澳、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就近
选择自助服务厅办理。

2017年9月，本市首家出入境
自助服务厅在通州区设立。 运行
以来, 群众自助办理赴港澳台签
注1.3万件， 领取证件11.9万本 。
2018年12月13日， 在通州分局出
入境自助服务厅取得良好效果的
基础上， 市公安局在出入境管理
局接待大厅以及朝阳、 丰台两区
同步推出3个自助服务厅，形成了
首都公安出入境自助服务初步布
局，满足申请人非工作时间，特别

是法定节假日期间办理赴港澳台
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的需求。

出入境管理局24小时出入境
自助服务厅是全市首家24小时全
时开放的出入境服务自助厅。除
向申请人提供港澳台旅游签注、
领取出入境证件自助服务外，还
提供查询本人出入境记录的服
务。 此项服务是全市范围内首次
推出，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高丽营司法所为辖区女职工送“法”

青年民警讲述警营故事诠释公正执法

本市新增西城、石景山出入境自助服务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