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25
日晚， 北京市集中组织开展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
清理违规充电停放电动自行车
1279辆。

市区两级消防部门发动各方
监管力量， 以居民小区、 村民自

建出租房、 物流外卖企业、 沿街
门店等场所区域为重点， 针对性
开展执法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
违法问题进行严肃处理， 对违规
充电停放电动自行车进行现场搬
离清理， 对不安全行为人进行教
育提醒。 夜查期间， 全市共出动

检查组405个 ， 检查人员1008人
次， 检查重点单位、 居民小区、
村民自建出租房、 沿街门店2923
家 ， 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
2853处， 清理违规充电停放电动
自行车1279辆， 罚款49.42万元，
“三停” 查封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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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7月份，
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
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15.9%， 创历史同期新低。记
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自5
月以来， 连续三个月PM2.5月均
浓度均为 “30+”； 达标天数为12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38.7%，全月
无空气重污染日。

监测数据显示 ，2019年 1-7
月， 北京市PM2.5累计浓度为4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5%；累
计优良天数125天； 空气重污染3
天 ， 同比减少5天 。 各区7月份
PM2.5浓度在28-42微克/立方米
之间，其中密云、延庆、怀柔等区
浓度较低；通州、西城、东城等区
浓度较高。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7月起， 北京市重型燃气车以
及公交、 环卫行业重型柴油车提
前实施国六b排放标准； 公交车、

出租车、新增重型柴油车等1.6万
辆重柴车纳入排放远程在线监控
平台，实现精准执法、溯源监管；
全市共淘汰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
车2.85万辆。发布《关于划定禁止
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
的通告》，在原有五环路内及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州区部分区
域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基础
上，2020年起将范围扩大至全市
其他各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6日，
北京银保监局印发 《关于加强银
行卡风险防控的监管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针对当前银行卡业
务面临的电信诈骗、盗刷、信用卡
授信不审慎等突出风险问题，从
银行卡风险防控总体要求、 加强
防范银行卡账户开立风险、 严格
信用卡授信管理、 加强银行卡交
易监控、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建
立银行卡风险排查机制等六个方
面明确13项具体监管要求。

《意见》 针对部分业务流程，
将监管要求具化、细化。如，在具
备监管部门提供的账户查询条件

下， 商业银行在为客户新开立账
户和银行卡前， 应对其名下已开
立的银行账户和银行卡进行查
询； 应严格控制同一客户的银行
卡累计开卡数量， 严格审慎为已
有账户被有权部门冻结的客户办
理新开卡业务等。

针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个别
类型的银行卡业务无序竞争现
象，《意见》特别强调，商业银行有
义务积极维护良好、 公平的市场
竞争机制， 严禁银行卡及相关绑
定业务通过攀比赠送、 竞相折扣
等促销手段开展恶性竞争。

《意见》 还首次引入“智能风

控”概念。明确鼓励商业银行引入
个人征信、通信运营商、社保、公
积金、纳税证明、交通运输部ETC
数据等外部可信数据，利用“大数
据+模型” 技术手段不断完善银
行卡风险管理体系。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 自位
于南三环玉泉营桥的北京花卉嘉
年华艺术中心应运而生后， 开业
仅1个多月， 就已成为消费者青
睐的 “网红打卡地”， 每天平均
客流达到700-800人。

据花卉嘉年华艺术中心运营
负责人毛小外介绍， 嘉年华全面
进入经营模式是与今年7月首届
花卉嘉年华室内软装大赛同期进

行的，大赛期间，来自中国大陆、
港澳台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地的70
多个顶级花艺团队同台竞技，创
作了70余个风格迥异的花店。当
大赛结束后，这些“花园”就留在
了嘉年华。据了解，除了基本的花
卉销售， 嘉年华正在尝试增加相
应的服务消费，如景观设计、花艺
培训、花艺免费公开课等，将打造
一个一站式服务的花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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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通久路 （大
红门地区十一号路—成寿寺路 ）
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 通久路也
是 《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
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中的
重点项目， 将于年内开工建设。

据了解，通久路道路工程，西
起丰台区大红门十一号路， 与正

在建设的通久路一期相接； 东至
朝阳区成寿寺路 ， 全长约5.8公
里 ，串联起朝阳 、大兴 、丰台3个
区。 通久路将按照城市主干路标
准建设，标准段红线宽50米，穿越
铁路段红线宽70米， 机动车道三
上三下， 两侧设置非机动车道及
人行道，同步建设雨水、泵站、照
明、绿化等配套工程。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 近日，
北京市侨联在北京市华侨服务中
心组织 “京侨帮扶·双百行动”现
场捐赠活动。 来自首都侨界40多
家单位的代表前来现场捐赠。

今年是 “京侨帮扶·双百行
动”三年计划第二个年头。截至目
前， 共有40余家单位、500多名个

人捐献爱心善款共121万元。据介
绍，2018年，市侨联启动了面向河
北省阜平县的“京侨帮扶·双百行
动”三年计划，每年捐款150万元，
用于捐助贫困大学生和农户大棚
建设， 这是市侨联贯彻落实市委
扶贫协作决策部署， 发挥侨联组
织优势，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通州区应急管理局、 台湖镇
安全科及第三方公司专家成立检
查组， 对台湖镇四家罐区企业开
展了 “体检式” 验收检查工作。

所谓 “体检式” 检查， 就是
安全生产专家或专业人员， 通过
查看企业车间、 监控、 配电室、
户外建设项目等相关设备设施，

逐项逐条进行隐患排查、 问题整
改。 检查组首站来到中国石化催
化剂有限公司北京奥达分公司，
对重点区域原料罐区进行严格检
验排查， 随后， 检查组前往另外
三家企业， 详细检查了罐区附近
的卸油口、 汽油地井、 防护围栏
等相关设施， 排查安全隐患， 确
保万无一失。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从今
年开始，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建立 《普通地下室重点监控名
录》 制度。 按舆情、 信访、 日常
反弹等不同情形移入名录， 按落
实效果确定监控时限， 采取区级
检查反馈、 市级抽查的方式， 有
效利用有限管理资源提升管理效
率。 记者27日从北京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了解到， 自7月份该制度
实施以来， 已将8处普通地下室
列入名录范围内。

目前， 本市普通地下室综合
整治工作已进入了新阶段， 工作
重点由集中挂账整治向防止反弹
转变。 为防止“清后反弹，反弹再
清”的现象，去年，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提出科技创安、属地主责、加
强宣传等8条详细工作要求，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为持续推动地下
空间综合整治工作， 提升普通地
下室日常使用管理水平， 实现违
规住人“动态清零”，严防普通地
下室违规使用风险， 消除普通地

下室使用安全隐患， 确保普通地
下室日常使用管理平稳有序，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建立 《普通地下
室重点监控名录》制度。

据了解， 该制度的实施， 有
效地督促各区相关部门开展普通
地下室整治工作， 加大了普通地
下室监督管理力度。 下一步， 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将以 “四不两
直” 及暗访等检查方式对 《普通
地下室重点监控名录》 范围内的
普通地下室进行抽查。

花卉嘉年华中心成消费者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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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PM2.5平均浓度创历史同期新低
通久路道路工程将于年内开工建设

严禁银行通过攀比赠送等开展恶性竞争
北京银保监局13项措施加强银行卡风险防控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天
上午，2019年“黑车”专项治理行
动集中销毁“克隆出租车”仪式，
对依法查没的180辆 “克隆出租
车”进行集中公开销毁。

记者在销毁现场看到， “克
隆出租车” 喷涂正规出租车专用
配色和图案标识， 同时伪造正规
出租汽车号牌和设施。 假冒正规
出租车迷惑群众， 侵害乘客权益
的同时 ， 扰乱出租汽车运营秩
序， 甚至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此
次销毁， 采取物理性横向剪断车
体毁形的方式， 对查没的 “克隆
出租车” 予以拆解。

今后本市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对报废的出租车均实行此项拆解

标准。同时，有关部门还将进一步
完善制度设计，实施精细化管理，
堵塞漏洞， 对淘汰出租车以及其

他相关运营车辆进入二级市场进
行严管，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克
隆车的技术监测。 周美玉 摄

本市集中销毁180辆“克隆出租车” 市侨联每年捐款150万元扶贫济困

衍衍纸纸作作品品 致致敬敬祖祖国国
22日， 东城区崇外街道新怡商务楼宇工作站党支部组织辖区非公

企业党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壮丽70年”初心领航 使命强企主
题衍纸活动。衍纸艺术又叫卷纸装饰工艺，主办方邀请老师指导参与人
员运用卷、捏、拼、贴组合制作完成一幅幅献礼祖国的衍纸作品，将对祖
国的崇高敬意赋予指尖。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边磊）21日，东
城区体育馆路街道组织开展 “关
注残疾人安全用气 共建共享平
安街道”主题助残活动启动仪式，
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为两户残
疾人家庭各赠送一套燃气灶具。

当天， 市液化石油气公司南
郊分公司为残疾人带来石油液化
气安全知识讲座。 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为增强残疾人安全用气意
识， 街道民生保障办协调液化石
油气公司，安排8名液化气检修工
作人员与各社区的工作人员、党
员志愿者一起到残疾人的家中，
为残疾人家庭进行液化石油气安
全排查。 在排查过程中若发现存
在安全隐患， 将免费为残疾人家
庭更换升级版减压器及套管。

体育馆路街道关注残疾人安全用气

按舆情、信访等不同情形移入名录 实现违规住人“动态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