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昨天获悉， 预计今年清明假期，
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总量将达
537.9万人次。 其中4号线及大兴
线客运量将达376.2万人次 ； 14
号线客运量达136.8万人次 ； 16
号线北段客运量达24.9万人次。

针对清明假期客流增长情

况， 在行车组织方面， 京港地铁
4号线及大兴线将采用双休时刻
表组织行车， 预计全日开行列车
554列次； 14号线将采用双休时
刻表组织行车， 预计全日开行列
车602列次； 16号线北段将采用
双休时刻表组织行车， 预计全日
开行列车256列次。

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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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北京
今年继续加大资金项目投入， 深
入推进精准帮扶。 据市扶贫支援
办消息， 2019年北京投入市级财
政扶贫资金54.79亿元 ， 目前已
全部拨付至受援地， 比去年提前
了2个月。

目前， 北京承担着7省区90
个县级地区的扶贫协作任务， 其
中纳入中央考核任务的有西藏拉
萨、 新疆和田、 青海玉树、 河北
张承保、 内蒙古七个盟市等五个
省区73个县级地区。 2018年， 北
京市区两级财政投入资金65.16

亿元， 实施928个扶贫项目， 动
员社会帮扶资金4.8亿元， 92%资
金项目聚焦精准扶贫。 助力受援
地25个县摘帽 ， 69.07万贫困人
口脱贫， 五个受援地区贫困人口
降幅达54.2%。

2019年北京助力脱贫攻坚任
务异常艰巨， 剩余贫困县和贫困
人口是贫中之贫、 坚中之坚， 脱
贫摘帽难度大。 为做好扶贫支援
工作， 2019年， 北京安排扶贫协
作和支援合作资金 54.79亿元 ，
其中纳入国家考核的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地区用于精准扶贫项目

资金45.14亿元， 占比92.64%。 计
划安排项目1037个， 其中新建项
目851个， 续建项目 186个 。 预
计 实 现 受 益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04.96万人， 其中直接帮扶脱
贫16.21万人。

为最大限度减少资金拨付时
间，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北京开
通扶贫资金拨付绿色通道， 完善
资金拨付机制， 简化拨款手续。
帮扶资金拨付受援地后， 由当地
政府下达到受援县 （旗 、 区 、
市） 等。 资金项目安排严格向深
度贫困县倾斜。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近日，
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
员走进赢家伟业科技孵化器办公
区，参与办公区举办的“工商年报
填报及中关村研发费用补贴政策
解读”讲座，现场指导企业年报，
为创业者答疑解惑。

讲座伊始， 办公区负责人为
大家讲解企业工商年报政策、 年
报重要性、 网上申报流程、 注意
问题及未申报给企业带来的影
响。 互动环节， 工作人员现场针
对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
问题进行了解答。

海淀市场监管局现场指导企业年报

京港地铁清明客运量预计537.9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市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实施办法
（试行）》即日起正式施行。根据实
施办法， 评估结果将作为申请失
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居家养老助
残服务项目或补贴等的依据。

此次出台的实施办法详细阐
述了评估对象、评估机构、评估人
员、申请与受理、评估要求、评估
时限、评估费用等内容。在谁来评
估的问题上，实施办法明确，评估
机构由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公
开遴选，并公布入围机构名单，纳
入政府采购服务商名录， 供各区
选择。 评估人员应具有医学或护

理学学历背景， 或取得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证书，或有从事养老、
照护、康复服务经历，事先需经过
市、 区民政部门统一培训并考试
合格，并按要求参加接续培训。

在评估内容的设计过程中，
相关部门充分借鉴现有残疾等级
评定、 伤残军人和国家工作人员
等级鉴定、工伤人员残情鉴定等5
大评定标准，以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ICF）》
为技术性指标，充分参考上海、江
苏、 青岛、 广州等地的做法和经
验， 整合现有的各类评估体系及
民政部《老年人能力评估》国家标

准，按照老残一体原则，最终设计
出六类三级480多条评定标准，对
应衔接了现有残疾等级评定，全
面适应现有政策实施， 从而保障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和长期护理保
险试点需要。

北京54.79亿元扶贫资金拨付到位

将作为失能护理、养老助残服务项目或补贴等的依据

北京地铁17号线次渠站盾构始发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3月26

日14时30分， 随着北京市劳动模
范、 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一处
地铁指挥长王松 “开始掘进” 的
一声令下， 直径6.56m加泥式土
压平衡盾构机缓缓稳步向前推
进 ， 标 志 着 北 京 市 政 路 桥 市
政集团承建的北京地铁 17号线
18标次渠站——次 渠 北 站 “市
政 雄 师 号 ” 盾 构 机 从 次 渠 站
正式始发 。 这是地铁 17号线同
期招标项目中第一个实质性开工
的标段。

地铁 17号线 18标位于通州
区， 包括1站2区间， 分别为次渠
站 、 次渠站前四线区间 、 次渠
站———次渠北站区间 ， 全长约
1921.9米， 主要工法为明挖、 暗
挖、 盾构。 目前四线明挖段及车
站明挖主体结构已完成 100% ，
正进行区间暗挖、 车站下穿既有

线施工， 预计年底前除车站下穿
既有线外实现洞通。

据了解， 北京地铁17号线路
总长约49.7km， 为南北走向， 途

经通州、 东城、 朝阳和昌平四个
区， 是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中一
条重要骨干线路， 全线设车站20
座， 其中换乘站10座。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第七批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奖励名单。 这
次奖励名单共计2440个， 并网规
模6.09万千瓦。

分布式光伏发电特指在用户
所在场地或附近建设运行， 以用

户侧自发自用为主， 多余电量上
网， 且在配电网系统平衡调节为
特征的光伏发电设施。 本市对于
符合规定的项目， 市级财政按照
发电量给予 0.3元/千瓦时的奖
励。截至2018年底，全市光伏发电
项目总并网容量约为45万千瓦。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 怀柔消防支队创新消
防宣传新方式、新方法，联手辖区
各快递、外卖公司，开展“消防知
识进万家”活动。

此次， 怀柔消防支队联合快
递、外卖企业开展消防公益宣传，
聘用全区快递、 外卖员为义务消

防宣传员， 并同步印制火灾风险
隐患“三自”指导手册、居民消防
安全常识等5万余份各类消防宣
传材料，由各企业快递、外卖员在
日常工作中将宣传材料送到市民
家中。“确保4月底前完成一次全
覆盖、无盲区消防宣传。”怀柔消
防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怀柔消防联手快递企业入户送知识

居民做手工
粘土变“百合”

近日， 通州区潞城镇紫荆
雅园社区携手光大银行开展
“超轻粘土创意DIY”手工课活
动，居民使用超轻粘土泥制作
形态各异的“百合花”，并将亲
手制作的作品送家人 。 活动
中，老师手把手教居民通过一
步一步地揉 、捏 、搓等动作把
超轻粘土塑造成百合花型。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刘轶欧 摄影报道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奖励名单公布

涉事公司败诉 43.6万余元退回社保基金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通讯员

秦文柏） 因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
保险， 员工交通事故身亡后单位
未支付工伤赔偿，2017年8月 ，朝
阳区社保中心依法先行赔付，并
出具追偿书向用人单位北京某校
园礼仪服饰公司追偿。因不服《追
偿书》及行政复议的结果，该公司
提起行政诉讼。记者获悉，北京朝
阳法院一审认定追偿及行政复议
决定合法有效， 驳回了该公司的
全部诉讼请求。日前，43.6万余元
已退回社保基金， 至此全市首例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赔付全额追偿
到位。

45岁的王先生是北京某校园

礼仪服饰公司服装生产部的负责
人。 2010年6月6日， 他与公司法
定代表人马某一同驾车赴外地考
察、 联系服装加工业务。 回京途
中， 马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
成二人烧伤死亡 。 王先生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被认定为工伤，
但是由于公司未给王先生缴纳工
伤保险， 王先生的亲属始终未能
获得工伤赔偿。 此后， 王先生的
亲属提起民事诉讼， 经终审判决
确定某校园礼仪服饰公司应向王
先生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343500元， 并按照756.18元/月的
标准支付王先生之子自2010年7
月起至18岁期间的抚恤金。 判决

生效后， 因某校园礼仪服饰公司
无财产可供执行， 始终未支付上
述钱款。

2017年4月，王先生的亲属向
朝阳区社保中心提交 《工伤保险
基金先行支付申请书》 及相关材
料， 请求先行支付相关工伤保险
待遇。 经催告无果后，2017年8月
15日， 朝阳区社保中心将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343500元、 王先生之
子的 供 养 亲 属 抚 恤 金 92687.88
元，共计436187.88元先行支付给
王先生的亲属。

2017年9月12日，朝阳区社保
中心作出 《依法先行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追偿书》（以下简称 《追偿

书》）， 要求某校园礼仪服饰公司
偿还该中心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
待遇436187.88元。该公司不服追
偿申请行政复议， 后朝阳区政府
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
称《决定书》），维持了朝阳区社保
中心作出的《追偿书》。

因不服 《追偿书》 和 《决定
书》，2018年1月，某校园礼仪服饰
公司提起行政诉讼 ， 要求撤销
《追偿书》 和 《决定书》。 该公司
认为， 王某的家人已就交通事故
从该公司处获赔人身损害赔偿
755378.25元，朝阳区社保中心在
此基础上仍向王某家人支付社保
待遇，造成重复赔偿，违反了法律

的公平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 《社

会保险法》 及 《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定， 朝阳区社保中心作为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出 《追偿
书》， 是履行法定义务和行使法
定职权的行政行为， 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积极行使法律赋予的追偿
权， 既是对工伤保险基金的有力
维护和管理， 也是对用人单位履
行社会保险缴纳义务的强化。 在
王先生亲属已获得交通事故人身
损害赔偿的情况下， 法院仍作出
了判令某校园礼仪服饰公司支付
工亡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的
判决。

全市首例工伤保险基金先行赔付全额追偿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