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
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于10月10
日-12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办。 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余家企业品牌参与，重点展示
北京残联运用互联网+理念 ，建
立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 便利
残疾人获得辅具服务， 以及辅具
产品创新研发的新成果。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辅辅助助器器具具服服务务平平台台
亮亮相相福福祉祉博博览览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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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最低工资保障线确定为25920元
2019年北京19个行业工资指导线发布

【本市】03新闻２０19年 10月 11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北京市
政协第三次 “最具影响力优秀提
案”社会公众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10日上午， 北京市政协召开最具
影响力优秀提案评选专题新闻发
布会， 邀请市民对2015年至2018
年涌现的30件选题重大、 成效显
著、 影响力大的优秀提案进行投
票。 投票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
21日上午9时。

此次最具影响力优秀提案评
选的参评范围， 为2015年至2018
年间北京市政协4196件提案中的

优秀提案，共291件。在评选标准
上， 最具影响力优秀提案评选需
符合选题重大、成效显著等条件。
30件提名提案涉及北京市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民营企业服务、创新
集群发展、优化金融生态、食品安
全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冰雪产业
发展、 文化遗产传承、 副中心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基本医疗保
障、居家养老、托幼服务、司法公
正等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的重要建议。

11月，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

的北京市第五次政协工作会议
上，将会对10件荣获“最具影响力
优秀提案”和20件荣获“最具影响
力优秀提案提名提案” 的主提案
者和主要承办单位进行表彰。

市政协网站已设立 “最具影
响力优秀提案”评选投票专区，投
票 者 可 登 录 北 京 市 政 协 网 站
（www.bjzx.gov.cn）， 在网站首页
点击“北京市政协第三次‘最具影
响力优秀提案’评选”，点击提案
题目可查询提名提案原件和办理
成果材料，并进行网上投票。

本报讯 市人力社保局9日公
布2019年北京市行业工资指导
线 ， 今年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为
25920元，比去年的24480元，增加
了1440元。

今年共对19个行业发布行业
工资指导线，即：食品制造业；通
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
建筑业；建筑装饰业；批发业；百

货零售业；超市零售业；汽车零售
业；道路货物运输业；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业；旅游饭店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物业管理业；出版业。
这些行业的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工
资指导线测算本年度职工平均工
资水平。

据了解， 各行业的工资指导
线依据各行业中生产经营正常、
盈利能力良好的企业年销售收
入、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等数据加
工整理而成。 行业工资指导线反

映各行业年平均从业人员劳动报
酬与年平均销售收入相互关系，
主要作用和功能是帮助不同行业
的企业参考本行业工资指导线，
合理确定本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水
平， 更好地处理人工成本与企业
增加值及销售收入之间的投入产
出关系，增加企业市场竞争力，使
企业微观工资分配与国家宏观经
济发展相适应。

行业指导线中规定最低工资
保障线，今年为25920元，是按7月

1日起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2200
元/月以及前6个月最低工资标准
2120元/月综合计算的年度水平。

据了解， 由于本市最低工资
标准不包含劳动者在中班、夜班、
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
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劳动
者应得的加班、加点工资；劳动者
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 根据国家和本市规
定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收
入， 因此行业工资指导线的最低

工资保障线仅为理论最低值。企
业实际应用时，除极端情况外，并
不需要参考此线。 最低工资保障
线主要用于示意该行业生产经营
正常企业的劳动报酬最低值所对
应的必要人均销售收入。

最低工资保障线警戒线则是
根据该行业亏损企业销售收入中
的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含量的平均
值设定的。 企业的销售收入中的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含量越接近警
戒线，企业就越接近亏损。

市政协最具影响力优秀提案邀公众投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9日，
王致和品牌创立350周年大会暨
北京曲剧《王致和》首演启动仪式
举行。 王致和发布了富有青春气
息的“王小和”卡通人物形象，青
色、红色、黄色的服饰装扮代表着
腐乳青、红、白方三大品类。

“王致和”品牌始创于清康熙
八年（公元1669年），距今已有350
年的历史。2008年，“王致和腐乳
酿造技艺” 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国内最大的腐乳生产企
业，王致和产品包括腐乳、料酒、
花色酱等百余个品种 。2017年12
月，首农、京粮、二商联合重组成
为首农食品集团， 王致和也成为

该集团旗下的老字号。
当日，北京曲剧《王致和》还

举行了首演启动仪式。 该剧目充
分展现了民族品牌的创业史及老
字号的诚信敬业、大国工匠精神，
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 北京
曲剧《王致和》将于本月18日在京
举行首演。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北京市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服务中
心了解到，10月9日至15日北京通
养老助残卡服务中心联合北京农
商银行以及天客隆等14家门店，
为持卡人提供刷卡满减活动。

具体包括： 刷北京通-养老
助残卡时， 单笔50元以下， 享全
场9.8折 ；单笔满50元 ，立减5元 ；
单笔满100元，立减10元；单笔满
200元，立减20元；生鲜称重水产、

称重熟食，特惠价9.5折。
2015年， 北京市民政局为全

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北京
通-养老助残卡， 后续发卡人群
逐步扩大到65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 ，2017年覆盖全市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群， 并持续为新增老年
人制发卡， 政策惠及人群达到近
400万人。目前，在全市范围内已
发展自动折扣商户3000余家 ，包
括稻香村、庆丰包子铺等。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第11
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5日在北
京通州宋庄艺术区隆重开幕。

今年是宋庄艺术区成立25周
年，此次艺术节主题展以使中国·
宋庄文化艺术节成为北京城市副
中心文化建设中的新亮点为主要
建设目标， 结合宋庄的14家专业
场馆，以徐宋路为展览主动线，同
时还设立了历届宋庄文化艺术节
的特色亮点回顾。

本次宋庄文化艺术节策划团
队代表张航表示：“从艺术家入驻

到因当代艺术市场火热而蜚声海
外，从‘文化造镇’到北京城市副
中心创新发展轴上的艺术小镇，
25年来， 宋庄的变化和成长恰如
中国当代艺术的一部缩影。”

此次展览北京画廊协会共邀
请了十二家成员单位参加， 展出
了其各自代理艺术家的作品60余
件。下一步，宋庄将着力打造“小
而特、小而精、小而美”的艺术创
意小镇，聚集艺术家、艺术场馆和
各类文化领军企业， 让宋庄艺术
区呈现高品质、高标准、国际化。

宋庄将打造国际化艺术创意小镇

350岁王致和发布青春气息卡通形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新凤
河属北运河水系凉水河支流， 位
于大兴区西北部， 南五环、 南六
环之间。 记者10日从北京市发改
委了解到， 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
工程大兴新城段已完工 ， 预计
2020年汛前主体全部完工。

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包括河
道综合治理、 湿地建设、 水系连
通、 岸坡绿化等一系列内容。 其
中，对75公里河道进行生态修复，

包括新凤河干流28.8公里， 老凤
河 、 南苑灌渠等8条支流46.2公
里； 新增湿地23公顷、 景观绿化
176公顷、 滨水步道24公里； 疏
挖整治凉凤灌渠、 安南支流、 瀛
北支流16.15公里 ， 并进行堤防
修筑， 补齐防洪薄弱环节， 实现
规划20年一遇防洪标准 。 据了
解， 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已
于今年3月开工， 目前大兴新城
段已完工， 面向市民开放。

新凤河流域治理明年汛前主体完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为配合
王府井大街 （金鱼胡同至灯市口
大街路段）封闭改造施工，15日首
车起， 途经该路段的公交线路将
配合调整。

其中，103路由动物园枢纽站
发出，沿原路由至沙滩路口，改行
北河沿大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
同返回原线行驶。增设“北京妇产
医院”“东安门大街西口”“校尉胡
同”站，取消“美术馆”“灯市西口”
站。104路由地铁柳芳站发出，沿
原路由至灯市西口， 改行灯市口
大街、 东单北大街、 崇文门内大

街、北京站西街。增设“灯市东口”
“米市大街”“东单路口北”“崇文
门内”站，取消“新东安市场”“王
府井路口北”“台基厂路口东”“崇
文门西”（单向）站。特11路由时代
庄园北站发出， 沿原路由至宽街
路口，改行地安门东大街、北河沿
大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返回
原线行驶。增设“北兵马司”“亮果
厂 ”“沙滩路口南 ”“北京妇产医
院”“东安门大街西口”“新东安市
场”“先农坛”（时代庄园北站至宋
家庄枢纽站方向）站，取消“宽街
路口南”“美术馆北”“灯市西口”

站，原“新东安市场”站更名为“校
尉胡同”。夜18路、夜21路沿原路
由至灯市西口，改行灯市口大街、
东四南大街、 金鱼胡同返回原线
行驶。 增设 “灯市东口”“米市大
街”站，原“新东安市场”站更名为
“校尉胡同”。140路由北京站东发
出，经北京站前街，改行建国门内
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光华路、东
三环路至朝阳北路，沿140路原路
由至石佛营西里。

此外，为方便乘客出行，结合
乘客建议，同日起108路、111路增
设“崇文门内”北行站。

配合王府井改造 15日调整部分公交线路

养老助残卡携14家门店推出打折服务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天上
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举办2019年有奖发票第二期二次
开奖活动，在公证处的监督下，北
京税务工作人员从待开奖的8.7
万张发票中现场随机抽取7张中
奖发票， 包括一等奖20万元1张，
二等奖10万元2张，三等奖5万元4
张，奖金总额达到60万元。

据介绍， 此次二次开奖的范
围为2019年4月1日至9月30日期
间登记参与二次开奖且符合开奖

条件的发票， 开奖结果将在北京
市税务局官方网站、“北京税务”
微信公众号、“北京税务” 官方微
博等平台向社会公开， 税务部门
还将通过北京市12366纳税服务
热线短信告知此次中奖的7名消
费者，确保中奖者顺利领取奖金。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 因增值
税发票管理系统2.0版上线工作，
北京市税务局将在10月25日至10
月31日期间暂停发票摇奖活动，
望广大消费者注意活动暂停时

间，已取得的发票尽快参与抽奖，
未参与抽奖的发票和活动暂停期
间取得的发票可自11月1日起正
常参与抽奖。

北京市2017年12月1日起开
展有奖发票活动， 在住宿业、 娱
乐业、 建筑装饰业和房地产中介
服务业四个行业先行试点， 2018
年4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至餐
饮业 、 交通运输业 、 快递服务
业、 物业管理业、 旅行社及相关
服务业等九个行业。

北京税务有奖发票20万大奖再度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