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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北京市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综合信息系统
迁移期间将暂停对外服务。

据了解，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 定于8月14日至17日进行综
合信息系统迁移。 迁移期间，管

理中心各业务柜台网点（含受托
银行代办网点）于14日17时暂停
服务；个人网上业务平台、单位
网上业务平台、北京住房公积金
移动客户端、北京公积金微信公
众号 、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等
渠道于14日19时暂停服务。18日
起恢复业务办理。

怀柔为对口帮扶地区“直播带货”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以及对口帮扶地区河北丰
宁、怀安，内蒙古四子王旗、科左
后旗4地的近10种特色产品上线
怀柔团区委直播间。

在两天的直播期间， 怀柔团
区委以及对口帮扶地区相关负责
人、 优秀创业青年代表与怀柔融
媒主播一同推介。除“带货”外，怀

柔以及对口帮扶地区的文化宣传
也成为本次直播的一大亮点。对
口帮扶地区干部穿上民族服饰走
入直播间，宣传本地区特色文化。

据了解，“直播带货” 只是怀
柔团区委助力对口帮扶地区脱贫
的举措之一，下一步，怀柔团区委
将继续利用网络直播带动对口帮
扶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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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1日，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
《关于进一步方便住房资金业务
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新启用的个人扫码及单
位在线支付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方式， 拓宽了维修资金交款业
务办理渠道， 为交存人及交存单
位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根据《通知》，增加新的维修
资金交款方式。 对于个人交存商
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新增扫
描二维码交款方式。 业主 （购房
人）在收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
款通知》后，可登录管理中心网站
“政务服务-个人办事 ” 栏目下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个人在线支
付”频道，输入交款通知上记载的
申请编号和业主（购房人）姓名，
获取交款二维码， 再使用移动支
付工具扫描二维码进行交款。对
于开发企业（或房改售房单位）交
存维修资金业务， 新增通过单位
网银转账交款途径。 开发企业代

交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公有
住房售房单位交存或代交售后公
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可
登录维修资金网上业务系统或平
台，通过选择“在线支付”方式，使
用网银支付工具进行转账交款。

增加部分业务提交办理材料
的方式。 开发企业与物业服务企
业可登录维修资金网上业务系
统， 通过上传电子影像方式提交
楼盘造册（登记）、楼盘信息变更、
产业空户销户、 物业区域关联等

业务材料。 房改售房单位可登录
网上业务平台， 通过上传电子影
像方式提交楼盘造册 （登记）、交
存、支取、已审核楼盘信息变更等
业务材料。

简化单位信息变更办理方
式。 已在网上业务系统或平台注
册的开发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及
房改售房等单位， 当单位登记信
息发生变化时， 可通过网上业务
系统或平台， 自助办理单位信息
变更。

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方便住房资金业务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今年5
月1日起， 《北京市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正式实施，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 《条例》 实施两个月， 共有
211辆机动车因逾期未复检排放
超标被罚。 其中有2辆机动车因
超标被罚后， 依然 “我行我素”
未复检合格继续上路， 依据 《条
例》 受到二次处罚。

据介绍，《条例》实施以来，全
市各区、各有关部门集中力量、密

切配合，依据《条例》加大监管执
法力度，坚持“人防+技防”“现场
执法+非现场检查”相结合，采取
路检路查、入户抽查、遥感监测及
黑烟抓拍等手段，严查超标车辆。
自5月1日至7月31日，全市共现场
处罚逾期未复检合格， 又驾驶排
放检验不合格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违法行为 (罚款3000元)209起；处
罚逾期未复检合格， 再次驾驶检
验不合格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
行为（罚款4000元）2起。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公
安交管等执法部门进一步深化
“环保检测、公安处罚”执法模式，
定期交换机动车登记注册数据、
道路交通流量流速、 机动车定期
检验以及超标车执法等数据；规
范执法程序，制定了取证标准、证
据移送程序以及非现场执法规
程。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检查逾期
未复检排放超标的车辆， 督促超
标车及时维修复检合格， 加大超
标车辆处罚力度， 持续改善本市
大气环境质量。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日前，
由首都文明办、市直机关工委、市
交通委、市交管局、北京广播电视
台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礼让斑马线
广场舞比赛全面展开。

据了解， 本次比赛以专门创
作的《礼让斑马线》《我爱斑马线》

《等灯，等灯》3首歌为蓝本（可登
录微信公众号“文明礼让斑马线”
下载歌曲），按照区级推荐、市级
评选、集中展示、总结表彰的程序
组织展开，最终评出优秀组织奖5
个，优秀表演奖30名。获奖作品将
择机在市属媒体进行展示。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委宣传部在更读书社 （东
城隆福店）举办“致敬平凡而勇敢
的你———《我们在一起》东城抗疫
故事集读书分享会”，活动通过网
络线上直播。分享会以“逆行”“卫
士”“责任”“守护”“保障”“温暖”
为主线， 六位抗疫故事集中的主
人公讲述了他们在抗击疫情工作
中的点点滴滴。

据了解， 《我们在一起》 东

城抗疫故事集从今年2月开始面
向社会征集， 在征集的过程中，
收到了来自全区各单位及社会各
界的近200篇稿件， 最终收录了
17个街道和27家单位的66篇故
事。 故事中不仅有医护人员、 东
城社工、 下沉社区干部、 公安干
警， 还有各行业一线职工、 社区
党员志愿者、 企业员工等， 真实
记录了东城区抗击疫情中的凡人
大爱。

东城线上直播抗疫故事集读书分享会

机动车条例实施两个月

本市211辆逾期未复检排放超标车被罚

本市“守护平安行”活动查扣违法车辆11辆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为

确保首都公共交通治安秩序持续
向好，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自
8月起， 持续开展 “守护平安行”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截至8月上
旬， 共查处各类治安案件102件，
行政拘留72人、 警告10人， 移交
相关交通执法部门处罚20人、 查
扣各类违法车辆11辆。

期间， 北京公交警方会同属
地公安分局和城管部门， 对黑车
黑摩的扰乱秩序问题， 集中开展
联合清理整治行动。 共查获黑车
司机5人， 黑摩的司机6人， 查扣
违法车辆11辆， 相关违法车辆均

移交属地处理。
此次专项行动， 维护了公共

交通治安秩序， 保障了群众出行
安全。 闫长禄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平谷
大兴庄镇获批全国农村综合改革
标准化试点， 全国共有12个农村
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 这是
记者昨天从平谷区了解到的。

平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
试点项目位于大兴庄镇， 围绕农

村水环境治理展开， 通过搭建标
准体系， 在工作进程中提炼出水
环境治理成熟经验与做法等，实
现农村污水治理规划设计、 技术
选型、建设实施、资源化利用、运
行维护、 公众参与的各个环节都
有标准可依。

大兴庄镇获批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业主交存住宅维修资金可扫码支付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1日发布，7月
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
比上涨0.7%， 其中猪肉价格同比
上涨78.1%， 涨幅比上月扩大5.6
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7月份北京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6.6%， 非食品价格下
降0.3%；消费品价格上涨2.2%，服
务价格下降1.3%。分类别看，食品
价格上涨6.6%， 涨幅比上月扩大
1.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78.1%；牛肉、羊肉和鸡肉价格分
别上涨15.9%、11.1%和5.4%；鲜菜
价格上涨9.5%， 涨幅比上月收窄

7.4个百分点；鲜瓜果和鸡蛋价格
分别下降30.1%和15.0%。

非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3%，
影响总指数下降0.29个百分点 。
其中 ， 飞机票价格下降 34.8% ，
降幅比上月扩大 3.4个百分点 ；
汽、 柴油价格分别下降16.2%和
17.7%；金饰品价格上涨27.6%。

据测算， 在0.7%的同比涨幅
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1.0个百分点，今年新涨价影响
为负0.3个百分点。

与上月相比， 食品价格由降
转升， 环比上涨0.8%， 其中生猪
产能尚处恢复阶段， 叠加疫情影

响下对水产品的替代需求增加，
猪肉价格上涨9.6%， 涨幅比上月
扩大7.0个百分点 ； 羊肉 、 鸡肉
和牛肉价格分别上涨0.9%、 0.8%
和0.6%； 进入伏天后， 鸡蛋产量
下降， 价格上涨3.8%。

7月北京CPI同比上涨0.7%

北北京京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管管理理中中心心将将暂暂停停对对外外服服务务

第三届礼让斑马线广场舞比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李昕源） 近日， 门头沟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结合疫情防控形势， 针
对线上线下经营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企业， 集中开展为期一周的专
项整治工作。

本次检查围绕在第三方平台
入网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者，
查看其销售页面是否存在以文字
或图片的形式夸大宣传、 违法宣
传的行为。 针对线下经营婴幼儿
配方乳粉的企业， 区局根据以往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情况， 重点检
查在售产品标签标识， 特别是进
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中文标签和
说明书， 严查婴幼儿配方乳粉出
现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 增加
抵抗力或者免疫力、 保护肠道等
功能性表述等。

截至目前， 区局已对辖区内
7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主体开
展检查， 发现1家企业专区标识
牌设置不规范， 执法人员现场指
导企业整改到位。

社社区区宣宣传传文文明明养养犬犬
近日，通州区台湖镇定海园一里、二里社区联合区动物卫生监督管

理局台湖分所开展了犬只免费注射狂犬疫苗和文明养犬宣传活动。活
动中，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狂犬病的危害及主要预防措施、犬疫苗免疫注
射注意事项，被宠物抓伤、咬伤后的正确处理方法等内容，并宣传了如
何文明养犬、 规范养犬。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马宜坤 摄影报道

门头沟专项整治婴幼儿配方乳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