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盛丽） 北京市
发改委于2月至12月对第一批重
点用能单位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专项监察。记者近日了解到，第
一批专项监察“双随机”共包括40
家单位。

据了解， 此次监察范围包括
已开展能源审计的重点用能单
位， 监察内容为能源审计报告中
提出的节能措施落实情况。 监察
采取“双随机”方式，由市节能监
察大队执法人员和北京节能环保
中心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察和技

术核查。根据监察要求，各区发展
改革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
展改革局及各重点用能单位要高
度重视和配合； 各重点用能单位
要按照《北京市节能监察办法》相
关要求，配合节能监察工作，如实
说明情况，提供相关资料、样品，
不得阻碍节能监察， 不得隐瞒事
实真相，不得伪造、隐匿、销毁、篡
改有关证据。据了解，对有违法行
为的用能单位，市发改委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等相
关规定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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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政路桥党建工作会
上了解到，去年， 北京市政路桥
全年共帮扶慰问生活困难党员40
人次， 支出党费10.5万元。

据了解， 去年该企业规范了
基层党组织设置， 开展基层党组
织纪律委员设置专项整改工作，
确保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目前共有党组织461个。 同时，做
好换届选举督导工作， 制定下发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按期
换届提醒督促机制的通知》，逐级
建立换届工作台账， 加强对所属

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的督促指
导， 全年已完成应换已换的党组
织数达到90%以上 。 截至目前 ，
集团公司基层党组织报到率达
100%， 党员报到率达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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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召开的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上了解
到， 针对社会投资小型工程建设
项目推出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三零”服务改革新举措，从受理
报装到竣工通水时长缩减为15个
工作日及以下， 办理用水接入时
间缩减70%。

针对社会投资小型工程建设
项目申请供水报装服务， 市自来
水集团推出“三零”服务新举措。
在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社会投
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 申请接入
供水管线直径40毫米及以下、支
户管线接入长度小于200米的新
建、改建项目，可享受“零上门、零
审批、零投资”一站式专员服务。

市自来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用户可通过拨打电话、网上报
装或营业厅现场报装提出用水需
求，由集团提供上门服务，无需用
户多次往返营业厅。 在办理用水
报装手续过程中， 集团到现场审
核材料，受理供水报装业务，无需
用户等待， 有效压缩了用水接入
时长； 供水管线设计和施工费用
由供水企业承担， 大大降低了用
户供水接入成本。

新措施实施后， 将实现用户
最多只需到营业厅一次， 现场提
出报装申请即可； 用户如果通过
拨打电话、 网上报装方式提出用
水需求，无需到营业厅办理。用户
办理供水报装只需提交 “用水申
请书”1项材料。 用户办理供水报

装环节由原来的3项缩减为2项。
集团安排客服专员提供一站式上
门服务。

从受理报装到竣工通水 ，社
会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办理用
水接入时间已压缩至15个工作日
或10个工作日及以下， 北京供水
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在国内同
行业中走在了前列。 市自来水集
团全面实施“三零”服务新举措以
来， 共受理了20个社会投资小型
工程建设项目， 其中北京立方成
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对味餐饮有
限公司等6家用户已实现竣工通
水，受到了用户一致好评。社会投
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可拨打供水
服务接入咨询电话或市自来水集
团客服热线办理业务。

受理自来水报装到通水不超15个工作日

因管线老化影响供热效果的小区采暖季结束后将彻底解决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 ，
2018-2019年采暖季自2018年11
月15日—2019年3月15日24时正
式结束，历时121天。采暖季期间，
北京平原地区平均气温-0.4℃，
与去年同期相比偏高1℃， 常年
采暖季平均气温是-1.0℃。 全市
供热总面积约8.7亿平方米 ， 有
3300余座锅炉房， 1200余家供热
企业， 市热力集团城市热网面积
约1.89亿平方米。

本采暖季， 本市继续按照11
月7日锅炉房统一点火试运行的
要求， 督促供热单位抓好点火试
运行期间的冷态和热态调试， 将
问题排查化解在11月15日正式供
热之前， 确保正式供热后温度达
标。 供热初期的供热投诉明显降
低， 本采暖季第一周供热投诉量
（2.05万个 ） 比上一采暖季同期
投诉量 （4.66万个 ） 下降了六
成。 强化12345市政府服务热线
接听的供热投诉的办理机制， 件

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形成闭
环管理。 组织各区建立对供热单
位的评价考核制度， 将供热投诉
率和投诉办理满意率作为服务质
量考核的主要指标。

据了解， 对于供热问题突出
或问题整改不力的供热单位 ，
市、 区供热主管部门 都 分 别 进
行 了 约 谈 提 醒 和 媒 体 曝 光 。
2018年11月15日以来， 市级供热
服务管理平台共派单12345热线
投诉10.3万个 (其中供热温度问

题9.6万个 ， 约占93%)， 比上一
采暖季同期减少了约 1.9万个 ，
每1万平方米约有1.44个投诉报
修电话； 供热单位24小时之内接
单率约95%， 72小时之内工单完
成及时率约97%。

采暖季期间， 全市继续开展
访民问暖活动。 通过开展 “访民
问暖” 专项活动， 到社区、 锅炉
房、 用户家中， 直接了解实际问
题， 梳理投诉集中的小区， 制定
措施进行整改。 对于本采暖季新

增的问题突出小区， 各区督促供
热单位认真查找原因， 迅速整改
解决， 对因供热管线老化等问题
严重影响供热效果的小区， 要在
采暖季结束后进行整改， 下一采
暖季前彻底解决问题。

今年， 本市还将继续加强供
热能力建设， 实施电厂余热回收
改造和调峰热源建设； 继续加强
对供热单位的监督， 强化考核机
制， 努力提升供热单位的服务意
识和管理水平。

市政路桥去年40人次困难党员获帮扶

市自来水集团优化供水营商环境

烹饪协会研发团队精准帮扶玉门农牧民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 12

日， 北京甘肃玉门清泉羊羔肉系
列产品研发品鉴会召开。会上，蘑
菇羊肉干、 黑椒羊肉丁等十几种
经过精心烹调的羊肉新菜品，迎
接国家农业部、农科院畜牧所，北
京市科委、农委等相关专家鉴定。

据了解， 本次菜品由北京烹
饪协会大师王云所带研发团队与
甘肃玉门清泉乡合作， 旨在让更
多玉门当地低收入人群通过休闲
农业餐饮的职业技能培训， 学会
一技之长， 利用烹饪实现精准帮
扶， 促进农牧民增收， 并让更多

消费者养成健康的饮食方法。 品
鉴会后， 多方专家表示， 将通过
与科研机构和企业、 社会组织合
作，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培养大
批懂得精细化管理 、 电商化运
营、 智能化操作的复合人才， 惠
及八方消费者和部队官兵。

会后， 王云大师举行收徒仪
式。 全记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官育霆正式拜王云为师， 学习烹
饪技巧。官育霆表示，希望在老师
的指导下能够追求工匠精神，让
自己的菜肴质量走上新台阶。图
为收徒仪式现场。 赵思远 摄

本市3月15日24时将按时停暖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毛盛勇14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说， 2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
指数比1月份提高， 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 （PMI） 中的新订单指
数也比1月份回升， 反映国内需
求有所改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 据 显
示 ，市场预期总体向好 。反映消
费预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月份
达到126，环比上升2.3个点。制造
业PMI中的新订单指数回升到

50.6%，比1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今年1

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从生产来看，1至2月份，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3%，
增速与上年12月份持平； 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3%， 剔除春
节因素增长6.1%。

从需求来看， 1至2月份， 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
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2个百分
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同 比

增长 8.2% ， 增速与上年12月份
持平。

统计还显示，1至2月份，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 2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 低于
5.5%左右的预期目标。

“总的来看，1至2月份国民经
济运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
有进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外
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 经济下行
压力依然存在。 ”毛盛勇说。

1至2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
国民经济运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北京动物园为野生鸳鸯建“新家”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昨天，

北京动物园开始实施 “野生鸳鸯
保护项目”， 为鸳鸯建造20间房，
让越来越多的野生鸳鸯选择 “定
居”在北京动物园，在这里求偶、
产卵、繁殖、生活。

记者看到， 在北京动物园西
北侧水域旁， 公园饲养、 兽医部
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为鸳鸯搭建人
工巢箱。 人工巢箱分为两种， 一
种是长方形的木质巢箱， 还有一
种是原木制作的仿生态巢箱。 人
工巢箱通过高梯、 高架车悬挂在
水域中心及附近的柳树上， 这便
成了鸳鸯的新家。 北京动物园副
园长张成林介绍： “每年3-4月
份都是鸳鸯的繁殖季， 鸳鸯产卵
都是在水域旁的树洞上， 符合条
件的天然树洞很少， 通过这种人
工巢箱有效地缓解了鸳鸯的 ‘住
房难’ 问题， 保证它们平稳度过

繁殖季。”
据介绍， 人工巢箱是根据鸳

鸯喜爱的天然树洞尺寸而量身定
制的木质巢穴， 在箱底到洞口安
装了铁丝网， 方便小鸳鸯出巢时
用小爪子抓住铁丝网向上攀爬从

而达到洞口。 为了更好地研究鸳
鸯繁殖的习性， 科研人员挑选了
一些天然树洞和人工巢箱。 在这
些树洞内安装了红外线摄像头，
即便在光线很暗的条件下依然能
够看清楚洞内的情况。 邱勇 摄

本市开展用能单位“双随机”监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