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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10月
28日， 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北京燃气集团正在建设天津南港
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 项目
一期工程计划于2022年建成。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 。 项目包括码头工
程、 LNG接收站工程和外输管道
工程三个部分。 码头工程建设可
靠泊1-26.6万方LNG船的专用泊
位1个， 工作船泊位1个； 接收站
建设8座22万立方米薄膜罐、 2座
20万立方米LNG九镍钢罐及相关
配套设施， 应急储备能力为12亿
立方米 ， 最大气化外输能力为
6000万立方米/天 ； 外输管道工
程起于天津南港工业区LNG接收
站首站， 途经天津市、 河北省和
北京市， 止于大兴区城南末站，

管 道 全 长 224km、 管 径 1219/
1016mm， 设计压力10兆帕 ， 沿
途共设7座站场， 10座线路截断
阀室。 项目总投资201.3亿元。

据了解， 项目分三期进行建
设： 一期建设1座LNG码头、 4座
储罐及配套工艺设施及外输管
线， 计划于2022年底完工； 二期
建设4座储罐， 计划于2023年底
完工； 三期建设2座储罐， 计划
于2024年底完工。 目前， 项目一
期接收站地基处理工作已完成，
一期储罐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
25%， 二、 三期储罐工程也已启
动施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 有助
于提升首都地区天然气应急保障
能力， 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地区和
全国天然气管网 “互联互通 ”
水平。

北京燃气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
应急储备项目一期计划2022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大兴区获悉， 随着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大兴
区有序推进因机场路网 “五纵两
横” 线性工程建设而搬迁的村民
百姓的安置工作。 截至目前， 线
性工程安置房项目已全部完成施
工及监理招标工作， 即将开工。

本次线性工程安置房项目选
址遵循本镇异地安置原则， 安置

房项目位于礼贤组团0103街区东
北部， 在已批噪声影响区安置
房 东 侧 。 用地范围北至规划群
贤路， 东至规划春晖街， 南至规
划兴贤路， 西至规划兴礼街 , 线
性工程安置房项目住宅规划占
地规模约31.82公顷 ， 居住地块
总建筑面积约 115.4万平方米 ，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70.2万平方
米， 地下约45.2万平方米， 住宅

建筑面积约66.5万平方米。 住宅
楼共79栋， 7638户， 安置人口约
18713人。

据悉， 线性工程安置房项目
包含七种户型， 户型方正， 布局
合理， 舒适明亮， 得房率高， 商
街配套齐全， 设置步行景观道及
中央商街绿轴。 交通便捷、 配套
完善， 力争打造临空区大型多元
化宜居片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日
前， 北京市民政局出台 《北京市
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
补助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
施办法 》）。 根据 《实施办法 》，
入住养老机构， 城乡特困服务对
象将在给予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经费基础上 ， 按照每人每月
2000元予以补助 ； 低 保 家 庭 服
务对象将 按 照每人每月3600元
予以补助； 低收入家庭和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服务对象将按照每人
每月2800元予以补助； 其他重度
残疾人将按照每人每月1200元予

以补助。
2021年1月 ， 新调整的 《实

施办法》 将正式落地实施。 相较
四年前出台的相关补助实施办
法， 此次 《实施办法》 中， 对入
住养老机构可享受补贴的人群覆
盖面有所扩展， 困境家庭服务对
象是指具有本市户籍， 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服务对象： 城乡特
困中的老年人或重度残疾人； 低
保家庭中的失能、 失智老年人或
高龄老年人、 重度残疾人； 低收
入家庭中的失能、 失智老年人或
高龄老年人、 重度残疾人； 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中的失能、 失智老
年人或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 （含
其重残的独生子女）； 未享受城
乡特困供养、 低保、 低收入待遇
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 （以下简称
其他重度残疾人）。

与2016年政策相比， 主要变
化在于首次将城乡特困老年人或
重度残疾人纳入补助对象 ， 同
时， 在2016年政策中， 低保低收
入家庭中的重残人员必须再次进
行能力评估方可享受补助政策，
而今后重度残疾人凭 《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 即可申请补助

政策。 《实施办法》 对困境老人
出台的扶持政策都力度更大， 补
助金额均有显著提升。 城乡特困
服务对象， 在给予城乡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经费基础上， 市区两级
财政按照每人每月2000元予以补
助。 城乡特困服务对象入住养老
机构的， 优先使用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经费。 低保家庭服务对象，
市区两级财政按照每人每月3600
元予以补助。

低收入家庭服务对象， 市区
两级财政按照每人每月2800元予
以补助。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务

对象， 市区两级财政按照每人每
月2800元予以补助。 其他重度残
疾人， 市区两级财政按照每人每
月1200元予以补助。 其他重度残
疾人与其失能、 失智、 高龄或重
度残疾的父母共同入住养老机构
的， 每名服务对象均按照其他重
度残疾人服务对象补助标准上浮
30%执行。

在上述补助标准的基础上，
《实施办法》 特别规定， 养老机
构收费价格低于本办法规定补助
标准的， 按照所入住养老机构的
实际收费价格予以补助。

北京将调整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

低保家庭服务对象每人每月补助3600元

北京前9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23人
本报讯 北京市纪委监委官

网10月28日通报，日前，北京市纪
委监委公布今年1月至9月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指
标表。截至9月30日，北京市累计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382个， 处理423人， 其中局级15
人、 处级119人、 科级及以下289
人。在被处理的423人中，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的355人，其中局级10
人、处级90人、科级及以下255人。

查处问题类型包括两大类，
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和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其中，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方面，被查
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类， 即在
履职尽责、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 不作
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
质量发展； 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
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分别为104人、8人。 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问题方面， 查处问题比较
集中的是：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公
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

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 分别为63
人、62人、37人。

今年9月， 北京市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个， 处
理84人， 其中局级8人、 处级26
人、 科级及以下50人； 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62人 ， 其中局级4人 、
处级13人、 科级及以下45人。 主
要集中在履职尽责、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
当、 不作为、 乱作为、 假作为，
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 违规收送
礼金和其他礼品、 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等方面。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男
子李某从租车公司租赁车辆， 驾
车在路上频繁 “碰瓷”， 制造后
车全责的交通事故， 再通过保险
理赔方式骗取赔偿金与修车款之
间的差价牟利。 市公安局日前通
报， 李某现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今年以来， 北京警方已打击处理
利用交通事故 “碰瓷” 的违法犯
罪人员74人。

交管部门发现， 一名驾驶者
李某的事故发生频次异常， 今年
以来经由交管部门处理的交通事
故就有十余起。 李某频繁更换驾

驶车辆， 在不同时段、 地区发生
交通事故， 且事故大多通过保险
理赔。 交管部门立即会同机动侦
查总队对李某展开侦查。 2019年
11月至今年8月， 李某多次出险
被撞， 涉及金额30余万元。 事故
中李某均无责任， 且车辆损坏部
位每次基本一致， 存在明显 “碰
瓷” 嫌疑。

9月10日， 机动侦查总队侦
查员将李某抓获。 李某供述称，
2019年11月， 他开网约车时发生
了一起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他用
保险赔偿金修完车后还有剩余钱

款，由此发现了“生财之道”。10月
16日， 李某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
准逮捕，案件正进一步审理中。

今年以来， 市公安局交管、
机动侦查、 刑侦等多警种、 多部
门联动， 持续打击利用交通事故
“碰瓷” 的违法犯罪活动， 共处
理相关违法犯罪人员74人。 警方
提示， 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 安全行车、 文明驾驶，
避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如
遇到有 “碰瓷” 嫌疑者， 切勿图
省事选择私了， 应在第一时间报
警并积极搜集人证、 物证。

今年已有74人因“碰瓷”被处理

大兴机场线性工程安置房即将开工

新华社电 北京市气象服务
中心发布称， 10月下旬， 北京山
区和远郊区银杏已进入变色率超
过60%的最佳观赏期， 部分树木
变色率接近100%； 城区及平原
地区银杏树的黄叶正大幅增多 ，
将于10月30日前后进入变色率
50%至60%的适宜观赏期。 由此，
北京全市银杏最佳观赏期在11月
上旬， 观赏期长短则受大风、 强
降雨、 强降温等因素影响。

今年入秋以来， 频繁的冷空
气使得北京地区平均气温比去年
和常年都略偏低， 漫山红叶提前
层林尽染， 银杏叶也紧追其后着
色金黄。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尤
焕苓告诉记者， 受城区小气候及
树木自身原因影响， 10月下旬，
钓鱼台、 奥森公园和地坛的银杏
大道以及圆明园、 雍和宫等银杏
打卡地秋色尚淡， 银杏叶黄绿相
间 ， 处于变色率20%至30%的观

赏初期。
冷空气的到来和降温的幅

度， 是影响银杏叶变色的主要气
象原因。 冷空气来得越早， 银杏
的始变色期则越早， 最佳观赏期
也随之越早到来。 影响银杏观赏
期长短的气象条件还有大风和强
降雨。 尤焕苓说， 雨雪对树叶的
击打会加速银杏叶片掉落， 而5
至6级的风力则可将银杏叶在一
日之间全部吹落。

北京银杏最佳观赏期为11月上旬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10月
28日， 2020北京友好城市国际青
年云合作———“青年·全球治理”
云分享活动在北汽集团开幕。 活
动聚焦当今国际社会发展态势，
契合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国
际合作需求， 并首次以线上合作
的方式进行。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联合市外
办、 市友协举办， 来自5大洲24
个国家29个组织的百余名青年代
表参加。 各国青年组织代表分别
围绕 “青年与公共卫生应急治
理 ” “青年与生态环境治理 ”
“青年与贫困治理” 三个主题畅
所欲言， 深入阐述不同国家和组
织在人文、 生态、 社会环境等领

域的成果和创新， 针对国际社会
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和方
案， 共同探讨青年在参与和推进
全球治理中的责任与举措。

市青联、 北京工业大学、 首
都医科大学、 北汽集团等多位北
京青年代表在对主题的阐述中，
诠释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及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展现了中国青
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主动承担
国际责任的努力和决心。

团市委书记李军会表示， 希
望以此次活动为平台， 通过不同
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对话沟通， 鼓
励青年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 为国际治理体系建设贡
献青年智慧。

“青年·全球治理”云分享聚焦国际防疫合作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渤海镇民宿旅游协会正式
揭牌， 将统筹推进镇内民宿旅游
资源整合、行业规范自律、品牌推
广等一应事宜。

据了解， 渤海镇是怀柔区民
宿旅游大镇， 共有乡村民宿107
家，143套院落。 渤海镇民宿旅游
协会将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约
束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定期举办
设计论坛、民俗体验等活动，组织
外出学习民宿旅游先进管理和服
务模式， 引导民宿旅游行业形成
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和定位；利
用不同平台推广渤海民宿旅游品
牌，推动全镇民宿产业发展。

“民宿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渤
海镇域内的旅游产业发展进入同
心同盟、 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渤
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
镇将立足产业发展， 尽全力为协
会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 不断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 推动民宿产业
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渤海镇民宿旅游协会揭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