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
世园会

6月1日8时全市上汛， 北京
建工物业的防汛工作进入备战状
态。 在汛期到来之前， 各项目部
结合今年防汛工作预案， 提前做
好夏季防汛准备工作及防汛演
练。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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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 怀柔碧桂
园中心共有产权住房项目、 延庆
中交富力雅郡共有产权住房项
目、 平谷愉景公馆共有产权住房
项目发布二次申购登记公告。

据了解 ， 从已发布的公告
中， 可以发现上述各区项目配售
对象在坚持共有产权住房基本申
请条件基础上， 本区自定条件较
宽松， 更加符合本区实际。 除平
谷区项目第一次申购时， 门槛较

低 ， 本次申购未做调整 ， 怀柔
区、 延庆区项目本次申购， 对配
售对象、 申购条件进行了调整 、
优化。 其中， 怀柔区将人才范围
在原来仅面向怀柔科学城符合条
件的人才家庭专项分配的基础
上， 增加了全区教育、 医疗、 重
点企业等人才家庭， 进一步扩大
人才范围； 延庆区将原规定的在
延庆区缴纳社保12个月， 调整为
申购当月前一个月在延庆区缴纳
社保， 进一步降低申购门槛。

三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发布二次申购公告

东城首家老幼一体养老驿站开业运营

6月6日北京世园会迎“中国馆日”
截至6月2日世园会已吸引游客超181万人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6日 ，
2019北京世园会将迎来中国国家
馆日。当天，文艺演出《锦绣中国》
将在园区妫汭剧场举行。昨天，记
者从北京世园会新闻中心获悉，
中国馆开馆运行平稳， 截至6月2
日， 中国馆总计入馆1363420人，
日均客流量稳定在近41000人次。

自4月29日北京世园会开园
以来，园区运营平稳，活动丰富多
彩， 到2日已成功举办各类活动
600多场， 吸引约181.6万中外游
客 。“四馆 ” 累计参观447.8万人
次，其中中国馆累计参观136万人

次 ， 国际馆累计参观136.7万人
次， 生活体验馆累计参观95万人
次，植物馆累计参观79万人次。

北京世园会中国馆政府总代
表于健龙介绍， 为全面展示各地
花卉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进一步深化各国在园艺、可持
续发展、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
互鉴与互利合作，按照国际惯例，
世园会主办国以及各参展国家和
国际组织将在世园会期间举办国
家馆日或荣誉日活动。 截至5月
底，北京世园会已有58个国家和
国 际 组 织 确 定 了 馆 日 或 荣 誉

日时间 ，德国 、韩国 、世界气象
组 织 等 国 家 或 国 际 组 织 已 成
功举办了馆日或荣誉日 ，与北
京、天津、内蒙古等精彩的省区市
日活动交相辉映， 以其丰富的文
化内涵、创新的展览展示、精彩的
活动内容， 在北京世园会上掀起
一次又一次热潮， 留下一个又一
个亮点。

即将举办的中国国家馆日是
北京世园会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之
一。6月6日上午， 中方领导人、有
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参展方、
国内外工商界代表、 园艺界知名

专家以及各部委、各地方等约950
名受邀代表将出席馆日仪式并观
看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外重
要嘉宾将赴中国馆巡馆， 并参观
中外花卉展。

当天，文艺演出《锦绣中国》
将在园区妫汭剧场举行， 包括鼓
乐舞、 无伴奏合唱、 交响京剧芭
蕾、箜篌花仙与插画表演、竹乐团
演奏等节目。演出将以“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为主题，以绿色、低碳、
环保为创意理念， 结合 “古意新
风” 的设计灵感和中国古典文化
元素，将营造多民族团结友爱、中

西方艺术交融的良好氛围， 描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美丽地
球家园的美好愿景。 文艺演出结
束后， 还将邀请出席馆日活动的
中外嘉宾共同参观有代表性的国
际和国内展园， 共赴中外园艺之
约，共赏中外花卉之美。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昨天，
北京互联网法院依法向 “暗刷流
量” 案当事人双方送达判决书。
同时， 北京互联网法院也收到了
本案双方当事人主动缴纳的非法
获利款， 原告常某某向法院缴纳
了非法获利16130元 ， 被告许某
缴纳了30743元。 本案现已顺利
履行完毕。

2019年5月23日 ， 北京互联
网法院审理全国首例 “暗刷流
量” 案， 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并进
行了全网直播， 该案是被告许某
通过向原告常某某购买网络暗刷
服务提高点击量的方式， 假借虚
假流量误导网络游戏玩家， 15天

刷出2700万点击量， 被告未按照
合同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故被诉
至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
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认定
涉案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违
背公序良俗 ， 属 “绝对无效 ”，
并作出收缴常某某、 许某非法获
利16130元、 30743元的决定书。

为进一步净化清朗有序的网
络空间， 保护公平竞争的网络营
商环境， 北京互联网法院向北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互联网
行业中“暗刷流量”主要存在的领
域，并发送了司法建议：加大对欺
诈性点击问题的跟踪研判， 通过
对个案的研判， 厘清欺诈性点击

的认定标准；加大联合执法力度，
防止交叉和边缘领域监管的灰色
和真空地带； 加大相关领域监管
机构的技术力量，增强发现、取证
和鉴定违法行为的技术能力；加
强执法宣传力度， 让公众知晓互
联网领域技术应用的法律边界。

同时， 北京互联网法院向北
京市公安局发送了司法建议： 加
大对 “暗刷流量” 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 对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
依法予以制裁； 加强与相关监管
部门的技术合作、 业务合作， 共
同联手治理互联网乱象； 加大执
法宣传力度， 让公众知晓合法利
益和不法行为的边界。

全国首例“暗刷流量”案履行完毕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5月31
日， 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开通
试运行。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截
至2日晚， 三天共计通行41744车
次， 交通量比较多的出入口是起
点、龙泽站、回龙观和终点。

根据自行车专用路通行规
定，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人禁
止进入全封闭非助力路段。 据北
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介
绍，3天共劝返电动车3945辆，劝
返行人8069人， 确保市民骑行安
全、顺畅。

在硬件方面，增加10处护网，
共计310米；在龙泽中街及龙泽西
路出入口设置隔离栏杆， 将正常
通行和出入骑行进行隔离； 针对
京张铁路施工路口增派通行服务
人员，引导骑行；设置沿线垃圾桶
11个，增派卫生间清理人员等。

针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建议，
城养中心在出入口平台上设置了
休息桌椅，放置了急救包，并设置
了意见建议箱， 在出现人员翻越
进入位置增派了管理人员， 清理
遗弃自行车260余辆。

自行车专用路开通3天劝返电动车3945辆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5月29
日， 东城区首家老幼一体养老驿
站———体育馆路街道南岗子养老
驿站开始运营 。 这家以老幼一
体 、 老残一体为特色的服务场
所， 为老年人及弱势群体提供种
类多样、 层次丰富的服务， 受到
了街道社区居民的欢迎。

南岗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
地区第三家养老服务驿站， 位于
北岗子街胡同53号， 驿站占地面
积600余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
为 379.8平方米 ， 有 22间房屋 ，
属于北京市A类养老示范驿站 。
驿站服务人员通过在站和入户两
种形式， 为地区居民实现日间照
料、 呼叫服务、 助餐服务、 健康
指导、 文化娱乐、 心理慰藉这六
大全市统一的基本服务功能。

据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瑞芝
介绍， 南岗子社区养老驿站为老
服务的基础上，还探索出老残一体、
老幼一体的复合运营模式， 将养

老和助残工作结合， 部分设施及
活动由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共享，
居民在使用上灵活互通。同时，为
解决现代家庭养育难题，驿站为0-
3岁的婴幼儿提供了专业的感统
活动教室、室外活动设备及场所，并
配备了专业的早教器具， 后续将
持续开展公益性早教课程， 并为
地区婴幼儿提供免费活动场所。

据悉， 南岗子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可覆盖周边南岗子、 法华南
里、 东厅、 西唐、 葱店、 西利6
个社区， 并与地区已建成的葱店
社区、 四块玉社区2个养老服务
驿站相互呼应 ， 形成了功能互
补、 分布合理的街道整体布局，
让居民在一刻钟内享受到满意的
服务。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备战汛期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5月31
日， “2019农业品牌企业 ‘一带
一路’ 东盟行” 活动在平谷区举
办， 活动由平谷区工商业联合会
主办。 北京平谷青年企业家商会
与亚洲国际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
作意向书， 与曼谷吞武里大学、
北京物资学院和北京农学院签署
校企合作协议。

活动现场 ， 平谷区商务局 、

平谷区税务局、 平谷区科学技术
和工业信息化局就北京优化营商
环境政策2.0版的跨境贸易 、 纳
税和农业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进
行政策解读。 在服务优化方面，
本市将升级改造电子口岸和国际
贸易 “单一窗口”， 实现 “一个
平台 、 一次提交 、 一站办结 ”，
优化报关放行、 查验检测模式，
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2019农业品牌企业东盟行”走进平谷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截
至去年年底， 本市经审批的幼儿
园数量已达1657所， 在园儿童数
量达45.1万人。

据了解， 近年来本市连续参
与实施学前教育一期、 二期、 三
期行动计划， 共获得市级固定资
产投资支持超15亿元。 其中前两
期计划， 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共
支持110个幼儿园项目新建、 改
建、 扩建， 资金达14.9亿元， 新
增2.8万个幼儿学位 。 从去年以

来， 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加
大学前教育支持力度， 支持资金
达7685万元， 学前教育支持比例
稳步增长。

北京在园儿童数量达45.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