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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北京市
发改委公布了更新调整后的 《北
京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目录清单》，并于近日执行。

按照国家统一格式要求，此
次调整将原目录清单中一级项目
“司法服务收费”调整为“公证服
务收费”和“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调整后的目录清单一级项目由7

项调整为8项，包括：车辆通行费、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 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
护费、公证服务收费、司法鉴定服
务收费、 住房物业管理费和危险
废物处置费。同时，目录清单逐项
列明了有关收费项目的性质、收
费文件文号、定价部门等，便于社
会查询、使用和监督。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1月28
日，新鲜胡同71号院热闹非凡，东
城区朝阳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正
式启动。东城区委副书记、政协主
席宋铁健，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清旺， 朝阳门街道工委书记陈
志坚为党建示范点进行揭牌。如
今，朝阳门街道各基层党组织、党
员、群众有了新的学习场所。

党群服务中心为传统的两进
四合院，周边紧邻大型商务楼宇、
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新鲜小
学、社区养老驿站等。一进院为接
待室、办公区域，工作人员在此进
行日常党务工作及信息发布、活
动预约、来访接待等工作。二进院
是“四合”理念落地功能区，设有
党心合·沉浸式党员信仰学习室、

党心合·党建文化展厅、 党心合·
党建知识客厅、民心合·文化活动
室、资源合·共建会议室、资源合·
综合接待室、社会合·景观院落等
空间。

据工作人员介绍， 党群服务
中心是党员教育管理的红色基
地， 依托街道党校开展经常性教
育培训， 提醒党员时刻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于佳 摄

本市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公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
者昨天从延庆区获悉， 延庆小型
多能互补零排供能试验系统示范
项目一期在中关村延庆园开工。

延庆小型多能互补零排供能
试验系统项目一期， 主要将在中
关村延庆园内建设首座500公斤/
天的加氢站， 每日能为近33辆氢
能公交提供加注服务。 建成后，
将作为延庆区氢能交通重要基础
设施， 以绿色、 零碳、 环保的形
象， 为2020年高山滑雪世界杯延
庆站、 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及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氢燃料车辆示
范运营提供保障， 同时对京津冀
地区后续氢能项目建设起到良好
的示范作用。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工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1月

30日，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项目（以下简称“副中心站
项目”） 开工建设， 建设工期为5
年，预计2024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019年2月，副中心站项目列
入北京市2019年重点工程建设计
划， 副中心工程办为项目协调主
责单位 。 副中心站位于副中心
0101街区， 处于副中心 “一带一
轴”空间结构的交汇处，是运河商
务区未来发展的重要节点。 项目
是规划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近期
的始发终到站， 也是城际铁路联
络线、京哈铁路（远期）及北京市

中心城区至城市副中心市郊列车
S1线的重要车站；同时有地铁6号
线、 规划平谷线及规划M101线3
条轨道交通衔接，是《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2016年-2035年 )》中明确
的10个全国客运枢纽之一， 也是
副中心的重要交通门户。 通过京
唐、京滨城际和城际铁路联络线，
可以实现1小时直达雄安新区、15
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35
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据介绍， 项目用地范围约61
公顷，秉承TOD站城一体化“站、
城、融”的规划理念，将打造成为
绿色生态、舒适宜人、站城一体、

产城融合的门户型智慧交通枢纽
典范，副中心区域的活力核心，促
进产-城-站融合，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优化副中心城市功能和空间布
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城市

品质、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实现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
多目标共赢。

通过城际铁路连接两大机场 预计2024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朝阳门街道党员群众有了学习场所

传统四合院变身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中关村延庆园开工建设首座加氢站

警营“黑科技”亮相 引市民“打卡”留念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新式

酒精检测装备、“首都铁骑”交警、
VR模拟驾驶……12月2日是全国
交通安全宣传日。当天上午，北京
市交管局举办了 “北京交警向市
民报告”及警营开放日活动，数百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交通参与者走
进警营。

警营开放日活动现场设在市
交管局院内，分为“现代交警体验
区”“警营文化互动区”“交通法规
学习区”三个区域。市民在这里与
交管民警的工作日常实现了 “零

距离接触”。
近年来， 北京交通管理全面

融入 “智慧+交管 ”发展理念 ，首
都交通智能联创中心、 鹰眼科技
等新技术已经投入使用。 在开放
日活动现场，“首都铁骑”、新式警
车 、 事故勘察车 、VR模拟驾驶
……这些警营“黑科技”的集体亮
相引得市民纷纷“打卡”留念。

现场，“交管12123”APP的易
拉宝前人头攒动， 通过手机APP
办理交管业务已经成了一种新潮
流。一边是啤酒、一边是酒精检测

装备， 高速公路支队的民警现场
向市民展示了酒精检测装备功
能。此外，素有“火眼金睛”之称的
涉车专业队民警面前摆着一排机
动车牌， 他们现场讲解了如何识
别假牌假证。

活动现场还有一群特殊的
“小交警”， 他们是来自海淀区枫
丹实验小学的同学们。 民警为他
们专门开展了“警营一课”活动，
不仅学习了交通安全法规常识，
还带领他们参观了北京交警指挥
中心。

北京市交管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

故故宫宫井井亭亭开开启启维维修修保保养养
记者1日了解到，首开房地总承包部古建分公司承接故宫井亭维修

保养工程。此次维修工程范围包括屋顶瓦面、木构件、椽望、斗棋、石栏
板、台基基础等的维修。保养工程的目的是排除结构险情，修补损伤的
构件，恢复文物健康的状态，延续其健康完整的建筑形制和工艺材料。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李永福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在“净
网2019”专项行动中，北京警方围
绕APP违法违规收集公民个人信
息问题，综合运用监督检查、行政
处罚等多种手段进行专项治理。
对存在问题的APP运营公司下发
整改通知书365份，并对其中违法
违规APP运营公司给予警告以上
行政处罚320家次。

据了解， 北京警方在对APP
违法违规问题的清理整治行动中
发现， 仍有部分APP存在未向用
户明示收集公民个人信息、 超范
围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等问题。 对
此， 北京警方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 《公安机关互
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等法律
法规， 对存在问题的APP运营公
司下发整改通知书。

东六环路加宽改造工程开工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1月

30日， 东六环路加宽改造工程开
工动员会顺利召开。

东六环改造工程南起京哈高
速立交，北至潞苑北大街，全长约
16公里。 其中京津公路至潞苑二
街段为隧道段， 长度9.2公里，为
全国最长的地下道路隧道， 盾构

段长度7.4公里，为中国内地直径
最大盾构隧道。 建设周期从2019
年12月至2023年12月。

东六环改造工程是落实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副中心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重点项目。 目前六
环路交通拥堵、 汽车尾气及高路
基的物理条件对两侧城市形成了

分割。 该工程的实施及后期高线
公园的建设， 将缓解东六环路的
交通拥堵、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
构建城市空间结构布局、 实现六
环路功能转变、 整合城市空间环
境。对提升北京市交通服务水平，
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构
建综合交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新闻

北京警方专项治理APP违法违规问题

本市七项措施打造“夜京城”冬季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本市
将围绕开展冬季主题灯光秀、灯
光节、灯会品牌活动，开展冬季夜
间文化主题活动， 博物馆文化馆
延时经营， 开展冬季夜间体育健
身活动， 策划冬季夜间经济促消
费品牌活动， 持续打造冬季深夜
食堂， 加强冬季夜间经济宣传推
介等七方面措施，不断丰富“夜京
城”冬季消费供给。

昨天，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本市将以首批 “夜京
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为依托 ，
增强灯光艺术体验，开展灯光秀、
灯光节、灯会等活动。持续点亮鸟
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塔等景观。

同时新增大运河沿岸灯光景观，
在国贸打造“灯光节”鼠年元素传
统灯饰装置景观； 在五棵松华熙
LIVE全新推出冰雪主题音乐灯光
秀； 在蓝色港湾持续举办冬季灯
光节，连续百天不间断点亮夜空；
在中粮祥云小镇全新推出 “长街
灯光秀及跨年艺术展” 等系列特
色主题活动。

部分博物馆文化馆延时经营
常态化。 本市除了组织市级博物
馆在“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
中增设夜场， 国家博物馆每周六
延长至21点闭馆， 首都博物馆每
周六延长至20点闭馆， 电影博物
馆每周五六延长至20:30闭馆。

冬季滑冰是不少市民热衷的
户外活动，本市将在滑冰、滑雪场
开设夜场，满足夜间消费需求。什
刹海和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店冰
场、万龙八易滑雪场、张坊镇云居
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渔阳滑雪
场、 石京龙和八达岭等滑雪场等
都将开放夜场。

为引导本地和外来消费者夜
间消费， 市商务局联合第三方美
团推出 《“夜京城 ” 消费指南 》
冬季版， 聚焦夜京城地标、 商圈
和生活圈等消费点位， 汇集吃喝
玩乐游购娱等多场景、 多业态夜
间消费信息，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的方式， 多渠道引导夜间消费。

包括冬季主题灯光秀活动、博物馆文化馆延时经营、夜间体育健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