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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参保人可核对2018年社保对账单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总指数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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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7.26分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 北京市科
委、 北京市统计局召开 “首都科
技创新发展指数 （简称首科指
数） 2019” 新闻发布会。 数据显
示 ，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势头强
劲， 首科指数总指数跑出 “加速
度 ” ， 总指数得分从 2014年的
100.95分增长到2017年的122.74
分， 年均增长7.26分。

市科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
杨仁全介绍， 从2012年起， 市科

委、 市统计局、 首都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依托专家团队， 开展了
“首科指数” 研究工作， 是全国
首个针对城市的科技创新评价指
标体系 ， 至今已连续发布6期 。
“首科指数” 被誉为首都科技创
新的 “晴雨表 ” 和 “风向标 ”，
成为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的重要决策参考。

杨仁全介绍 ， 2014年以来 ，
北京全面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 各项创新指标突飞猛进，

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
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从数据上
看， 2014-2017年， 首科指数增
长态势明显， 总指数得分从2014
年的100.95分增长到2017年达到
122.74分 ， 年均增长7.26分 ， 明
显高于2010-2013年的年均增长
分4.50。 自2014年以来， 首都科
技创新发展势头强劲， 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明显提速。

首科院院长关成华详细解读
了 “首科指数2019” 最新研究成

果 。 他介绍 ， 从分项指数看 ，
2014年以来4个一级指标均保持
强劲增长态势， 创新资源、 创新
环境、 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指数
得分均分别增长5.15%、 15.46%、
22.75%和29.65%。 这表明， 在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阶段， 随
着创新资源的稳步提升、 创新环
境的持续优化和创新服务水平的
大幅提升， 有力推动着创新绩效
实现了强劲增长。

杨仁全表示， 今年距离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北京初
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目标只有两年的时间，
时间紧迫、 任务艰巨。 下一步要
着力建设 “三城一区” 主平台，
北京市科委正在抓紧编制 “三城
一区” 规划， 目前中关村科学城
已经发布， 怀柔科学城、 未来科
学城的规划也将陆续发布。 为了
更好落实规划， 市科委和市统计
局正在建立 “三城一区” 监测评
价指标体系。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5月20
日， 市社保中心发布 《关于核对
2018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情况
的公告 》， 提示广大参保人员 ，
凡是在2018年内参加了社会保
险、 且有1个月 (含) 以上正常缴
费记录的人员， 下月起即可通过
社保对账单， 查询并核对2018年
度个人社保缴费情况。

参保人在获得对账单后， 应
对2018年度个人缴费情况进行核
对， 是否与本人实际情况相符 。
需要核对的项目主要包括： 个人
参保信息、 申报的月缴费工资、
各项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及缴费
金额等。 如参保人对相关内容有
异议的， 经所在单位认可， 2019
年12月31日前， 由参保人所在单

位持对账单到所属社保经 （代）
办机构进行相关信息核对 、 修
改， 或按有关政策规定和要求进
行补缴。 但如果参保人与所在单
位对缴费基数发生争议的， 参保
人应及时向行政部门或到社保经
办机构投诉、 举报。

据介绍 ， 为响应 “节能环
保， 低碳生活” 的号召， 市社保
中心今年继续为广大参保人提供
电子版社保对账单 。 自6月1日
起， 参保人即可通过北京市社会
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http://rsj.
beijing.gov.cn/csibiz/）、 全市各社
保经办机构内的自助服务终端
等， 查询打印2018年度社保对账
单； 选择电子邮件获取对账单的
参保人 ,可以通过已在社保登记

的邮箱地址查询、 下载打印2018
年度对账单信息。

此外， 今年4月19日之前将
获取对账单方式选为 “邮寄” 的
参保人员， 也将于6月底前陆续
收到由市社保中心委托邮政机构
寄出的纸质社保对账单。

据了解， 2020年本市将继续
推行电子版对账单。 如参保人确
需邮寄纸质对账单， 可通过所在
单位变更对账单获取方式； 也可
登录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在
“申报业务管理 ” 模块下选择
“参保人申报变更个人信息”， 将
获取对账单的方式选为 “邮寄”。
如未选择， 将被默认为同意接受
电子版对账单， 不再邮寄纸质对
账单。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期， 北京警方针对大量囤积、 通
过网络销售医院配制药剂的非法
经营行为展开了针对性打击行
动 ， 共捣毁非法销售 “明星小
药” 窝点12个， 刑事拘留16人，
查获涉及全市20家医院的近100
种医疗制剂3600余盒 （剂）， 起
获涉案 “京医通 ”、 “北京通 ”
等医院就诊卡300余张。

“肤乐霜”、“润喉清咽合剂”、
“创伤乳膏”等北京各大医院配制
药剂，因价格低、疗效好，被消费
者追捧为“明星小药”，一些微商
看准商机，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大
量发布广告、倒卖“明星小药”。这

一现象引起了北京警方和相关行
政部门的关注， 针对网络非法销
售医院制剂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
整治行动。

“正规医疗机构制剂均已通
过药监部门审批，而网购‘明星小
药’来源、质量难以保证，有可能
是仿制的假药、劣药，长期使用会
延误病情， 严重的会损害身体健
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副总队
长周宏说。

据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述案件涉
案人员因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
私自倒卖医院制剂，涉嫌《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被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下
一步， 北京警方将与行政部门强
化协作配合， 对非法经营医院制
剂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在此
提示广大消费者， 切勿相信网络
药品代购， 选择正规医院看病就
医，按照医嘱开药、用药。

北京警方严打微商代购“明星小药”

本报讯（记者 盛丽）近日，市
住建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明确质
量安全监督人员任职资格的通
知》，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学
历提升至大学本科及以上， 并要
求具备工程类执业注册资格且拥
有三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据了解，在本市范围内，从事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工作的，适用本通知。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具有工程类专业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工程类执
业注册资格； 具有三年及以上工
程质量、 安全管理或者设计、施
工、监理等工作经历；熟悉掌握相
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 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
良好职业道德。 质量安全监督机
构监督组（室）负责人除了满足上
述条件， 同时应满足从事质量安
全监督工作三年及以上的要求。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员需有三年以上经验

本报讯 在第二十九次全国
助残日到来之际， 丰台区法律援
助中心、 马家堡街道司法所联合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等部门根
据各自职能， 相互协作、 相互配
合、相互补充，将司法行政法律援
助与残联法律救助有机结合，进
一步推进残疾人权益保护工作。

当天， 在丰台区马家堡街道
嘉园三里社区广场， 丰台区法律
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与残联法
律救助律师共同在现场向残疾人

群众宣传介绍了法律援助与法律
救助的相关流程以及区别。

据悉， 参加此次活动的各单
位将继续开展法律援助与法律救
助的 “无缝衔接”， 使之逐步形
成 “援救结合、 全面覆盖、 精准
服务” 的残疾人法律服务工作新
体系， 努力实现服务区域、 服务
对象、服务范围100%全覆盖的目
标， 让残疾人群众切实感受到司
法为民的人文关怀和法律面前的
公平正义。 (刘志玮)

丰台多家机构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成立和
合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 设立和
合牛街邻里日、 启动牛街和合社
区文化季……18日， 牛街街道举
行第十五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 牛
街将以 “和合社区” 为目标， 号
召居民携手共建共治共享和谐、
宜居的家园。

据悉， 牛街街道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会是为增强民族团结进步
而创建 ， 从1988年举办第一届

起， 已有30年的历史。 表彰会每
两年举办一次， 已经成为了区域
特色品牌活动。 今年， 牛街民族
团结表彰会对58个先进单位、 30
个楼门 （层） 院、 61名先进个人
和30个和谐家庭进行了表彰。

大会还同时成立了和合社区
建设专家委员会， 10位专家学者
受聘为首批和合社区建设专家委
员会委员。 今后， 他们将聚焦和
合社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助力
社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牛街号召居民共建共治共享“和合社区”

5月17日， 北海公园专业养护团队来到东四胡同博物馆， 为东四
街道花友汇的花友们带来了好的菊花品种， 并讲解了如何进行养殖菊
花等多方面的知识。 当天， 东城区首个园艺驿站在东四落地。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如有异议， 年底前可由所在单位到经办机构核对修改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 门头沟区召开以 “五育并
举， 打造新时代门头沟教育精品
区” 为主题的教育大会。 据门头
沟区教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
起至2022年， 至少引进一所高等
教育院校落户门头沟区。

记者从教育大会上了解到 ，
门头沟区支持名校、 城区学校带
动山区校发展 ， 推进 “京西 ”
“京师” “山谷” 三个系列学校
按集团化方式建设和发展。 还将
推进幼小衔接新九年一贯制、 义
务教育九年一贯制、 幼小初衔接
十二年一贯制等实验。

另外，建立完善 “共享教师 ”
机制， 通过集团化办学实现优质
校资源共享，手拉手校捆绑发展。

除了名师送教，还将创新“区管校
聘”管理模式，完善中小学校长教
师交流轮岗长效机制。

义务教育阶段， 门头沟区学
生每人至少要掌握2项运动技能，
养成终身锻炼的目标。 同时， 学
生们还会在义务教育阶段至少具
备1项艺术特长。 还将完善中小
学艺术素质评价内容和体系， 将
艺术素质评价结果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档案。

“门头沟区是有着悠久历史
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老区，我
们将依托这些资源， 统筹全区文
化中心、乡情村史馆等资源，完善
城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改
善山区公共文化服务滞后情况，
将门头沟文化植入每一个学生心

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所学校有一两名体育教师

具备教授足球课程的能力； 确保
每所学校至少有一名体育教师具
备教授冰雪课程的能力……门头
沟区还将采取政府买服务的方
式， 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学
生全员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完善
中小学生 “运动处方”， 将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结果纳入初中学生
体育过程性考核和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

门头沟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从今年起至2022年， 至少引
进一所高等教育院校落户门头沟
区。 据透露， 目前门头沟区和北
京服装学院正在密切沟通， 都有
初步意向。

门头沟：3年内至少引入一所高校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