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06【特写】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王巍│本版编辑 张瞳│2019年 5月 21日·星期二

北北京京再再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1500元两台打印机、 数千元
的珠宝玉器、 数十万元的名家画
作、 几百万的住宅和上亿元的设
备厂房……在淘宝网的拍卖频道
居然有一个 “破产甩卖 ” 的栏
目。 这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破
产企业物资被拍卖， 底价都低于
市场价格， 买家缴纳保证金就能
参与网拍， 如果在竞价期间给出
最高价说不定能 “捡漏”。 昨天，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北京破产
法庭新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 发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破产程序中财产网络拍卖的
实施办法 （试行）》， 根据办法，
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处置采取
网络拍卖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无
论是破产程序还是强制清算程序
中， 财产变现优先网拍。 这一规
定有利于最大程度实现债务人的
财产价值， 减少财产兑现成本，
也有利于破产企业的职工工资优
先受偿。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
庭庭长薛强介绍， “办理破产”
是世行对经济体营商环境开展测
评的十大指标之一。 其中， 企业
破产程序所需的时间、 成本都是
该指标的考量范畴 ， 破产时间、
成本的降低有利于 “办理破产”

这一营商环境测评指数的提升，
也有利于北京营商环境的向好发
展。 另外， 破产网拍相比传统拍
卖更为高效、 便捷且费用低廉。
随着网拍的逐渐普及， 其节约时
间、 费用的作用将逐步凸显。

同时， 薛强介绍， 破产企业
物资在网上拍卖能够最大限度维
护债权人， 尤其是破产企业职工
的权益。 “根据破产法， 破产人
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 伤残补
助、 抚恤费用、 补偿金等属于破
产财产清偿顺序中的第一位， 所
以破产企业的资产能卖到好价
格， 对于企业职工来说是权利得
到了更大的保障。”

北京破产法庭法官王玲芳承
办的北京弘天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件， 该案的部分资产
进入了破产网拍程序， 这是北京
高法在颁布此办法之后， 首例管
理人通过 “淘宝网” 破产网拍平
台拍卖成功的案件。 据了解， 弘
天智达公司因经营不善负债351
万元， 已严重资不抵债， 2016年
申请破产清算 。 王法官介绍 ，
“这家企业的资产都是二手办公
用品、 手机成品、 半成品和电子
元器件， 如果采用传统的方式，
先进行估价， 然后线下找买家，

这些东西基本上很难变现。 因为
评估价格需要的费用会超过财产
变现的价值。” 王法官说， “就
是因为有了破产网拍， 主导破产
过程的管理人可进行估价， 并经
过债权人会议认可， 在法院的监
督下， 就能让这些二手资产上网
拍卖， 从预展到拍卖结束， 不超
过一个月。 我了解到， 此次拍卖
的两台打印机， 都是破产管理人
去二手网站询价后评估的价格，
债权人会议通过 ， 没有评估成
本 。 今天上午我们开发布会之
前 ， 打印机就卖出去了 ， 还有
100元的溢价， 效果不错。”

记者在淘宝网的破产甩卖网
页上看到， 来自于各地的破产企
业物资在同时进行网络拍卖。 有
的是二手的仪器， 有的是二手车
辆， 还有珠宝首饰、 玉器陈设，
甚至有些破产企业库存的生活用
品在线售卖， 比如售卖价本来为
1990元的成箱虾仁现在底价为
900元进行拍卖。

维护债权人权力更大化

□本报记者 李婧

5月20日是 “世界计量日”。
日前， 东城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
了社区卫生服务站、 有形市场，
开展了计量专项检查， 普及计量
知识。

东城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
员来到了魏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对卫生站使用的血压计进行了检
测， 对其零位误差、 灵敏度、 气
密性、 示值误差、 重复性等指标
逐一进行了测定。 一项项科学严
谨的检测结果， 显示该卫生服务
站使用的血压计完全符合有关技
术指标要求。

如今， 很多家庭都备有血压
计等医疗计量器具。 执法人员提
醒消费者， 电子血压计从测量方
式上主要有两种： 一是臂式， 二
是腕式。 这两种电子血压计对于
健康人来讲都适用。 但是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 腕式电子血压计不
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

人， 建议患有糖尿病、 高血脂、
高血压等疾病的患者和老年人选
择臂式电子血压计。 另外， 在购
买电子血压计时请消费者认准带
有AAMI或BHS或ESH标识的电
子血压计。

随后， 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
大佛寺东街的兆军盛菜市场， 对
市场内摆放的公平秤和商户使用
的电子计价秤等计量器具开展计
量检查。

“为了保证公平交易， 杜绝
‘八两秤’ 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每年都
会针对市场中的各种电子秤的称
量准确度， 进行一次强制检定工
作。 检定合格之后贴上计量检定
合格标签 ， 并标注上有效期 。”
检查人员介绍说。 经过检查， 市
场内商户的所有计量器具全部在
检定有效期内。

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 在农

贸市场、 超市等场所购物称重的
时候， 请注意观察称重的器具有
无合格标签， 以及是否在有效期
内。

活动当天， 东城区市场监管
局还邀请记者参观了东城区计量
检定所。 工作人员对计量检定所
的日常工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并现场演示了数字式心电图机以
及验光仪、 镜片箱、 焦度计等与
民生、 健康、 人身安全相关的计
量检定流程。

“东城区医疗资源丰富， 尤
其是协和医院、 同仁医院等这些
全国知名医院， 血压计、 心电图
机、 验光仪等使用最广泛的医疗
仪器是否准确可靠， 直接关系着
患者的身体健康。 东城区市场监
管局的计量检测工作就是要为百
姓牢牢守好这道防线， 以精益求
精的工作标准呵护百姓生活 。”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

东城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器具检查

为百姓守好“计量”这道防线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延庆区第二十四届消夏避暑
季暨乡村美食文化节19日启动。
此次推出5条主题消夏避暑季旅
游线路， 邀请游客 “游延庆、 逛
世园、 品花宴、 宿花田”。 据了
解， 延庆区消夏避暑季活动将持
续到8月底 。 推出以清凉避暑 、
登山健身、 文化体验为特色的10
类近60项旅游产品。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延庆启动
消夏避暑季

5月19日 ， 中关村科学城
创新发展发布会 （ 2019上半
年）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展示交易中心举办。

本次发布会在聚焦中关村
科学城、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核心区的背景下召开， 为进
一步适应中关村科学城科技创
新需要和高质量发展需求， 海
淀区在去年发布 “创新发展十
六条” 基础上， 围绕夯实基础
前沿研究能力 、 前沿产业发
展、 服务平台建设、 创新要素
供给等方面， 出台了新的政策
和措施， 初步有了新的阶段性
成效。

中关村科学城是全国的人
工智能发展源头和战略高地 ，
数据显示， 该区聚集了全国近
20%的人工智能企业 ； 同时 ，
该区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上率
先起跑， 在主要细分领域已经
成长出一批代表性企业， 已经
着手建设范围100平方公里的
中关村自动驾驶示范区， 并建

成了全国首个封闭测试场地。
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和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引领发
展， 构建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
高地和产业发展高地， 海淀区
区长戴彬彬在会上发布 《关于
加快中关村科学城人工智能创
新 引 领 发 展 的 十 五 条 措 施 》
（简 称 “海 淀 人 工 智 能 十 五
条”）， 以及 《关于支持中关村
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引领发展的十五条措施》 （简
称 “海淀智能网联汽车十五
条 ”） 两个产业政策 。 两个政
策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前瞻的
产业视角， 注重发挥创新要素
集聚和产业链条完善优势， 突
出重大原始创新激励， 持续支
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开源开
放平台建设， 主动开放应用场
景引导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以
政府引导基金方式培育 “耐心
资本”， 引导投早投长投原创，
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世界级新高地。

□本报记者 白莹

海淀建100平方公里自动驾驶示范区

2019年石景山区爱国主义
教育暨职业教育宣传月现场展
示活动日前在黄庄职业高中举
行。 本次活动以 “我和我的祖
国———迎祖国70华诞， 展职教
时代风采” 为主题， 通过舞台
艺术造型展示、 职业教育和传
统文化体验、 开放研究课等活
动， 展示了石景山区职业教育

的风采和育人成果。
活动现场， 在该校师生的

指导下， 来宾们体验了制作京
式旗袍盘扣 、 北京传统小吃 、
中式盆景等学校王牌项目， 体
验活动旨在传承、 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凸显职业教育面
向社会的开放性及服务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石石景景山山职职业业教教育育““秀秀””出出成成果果

法院支持破产企业物资网拍 □本报记者 马超

成功实施首例剖腹产手术

2019年 5月 15日晚 11:28，
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
昆玉市的夜空， 宣告了昆玉市
人民医院首例通过剖腹产手术
的婴儿顺利诞生了。

“昆玉市首例剖腹产手术
成功实施， 结束了昆玉市人民
医院不能施行分娩手术的历
史， 为当地群众就医带来极大
的便利 。” 北京援疆医生 、 昆
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尉
艳芹高兴地说道。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三百公里无人区的新疆生产建
设 兵 团 第 十 四 师 的 昆 玉 市 ，
201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挂牌
建市， 是目前为止新疆最年轻

的城市。
2018年10月28日， 在北京

市的援建下， 投资1.5亿元的昆
玉市人民医院揭牌运行。 为切
实提高昆玉市人民医院医疗服
务水平， 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
经与十四师党委、 北京市卫健
委充分沟通， 从北京六个区选
派11名精兵强将， 全方位帮扶
昆玉市人民医院。

随着昆玉市首例剖腹产手
术成功实施， 北京援建医疗团
队医生们表示， 将继续以真情
实 干 的 姿 态 ， 做 好 传 、 帮 、
带、 教工作， 打造团结奉献的
援疆团队， 为昆玉市各族群众
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医疗援疆助力昆玉市人民医院

着力打造两大智能产业世界级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