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一辆私家车占用小区消防车
通道， 且经电话通知车主仍无法
开走， 执法人员启动 “车辆清拖
机制 ”， 拖车费用由车主支付 。
11月27日， 在大兴区高米店街道
香海园社区内， 区消防救援支队
与交通支队开展消防车通道集中
治理行动。

为治理辖区消防车通道占
用、 堵塞、 封闭等突出问题， 大
兴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打通生
命通道 ”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 当天， 记者跟随消防和交管
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高米店街道
香海园社区。 为检验消防车通道
的实际宽度， 2辆消防车开进社
区内进行了现场测试。 在一个拐
弯处， 一辆私家车挡住了消防车
的去路。 4米宽的消防车通道被
这辆私家车占用了1米多， 只剩
下2.8米宽。

据小区物业介绍， 前一天就
已发现该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拨
打车主电话、 张贴告知单告知其
限期24小时内驶离， 但车辆并没
有挪走。 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了该
私家车车主的电话， 车主告知不
在附近无法及时挪走后， 交通支
队组织物业工作人员进行车辆清

拖。
据悉， 北京市将全面推行消

防和交管部门新建立的车辆清拖
机制。 该机制将指导督促社区居
（村） 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等管
理组织和单位， 加强日常巡查检
查工作， 发现有车辆停放于消防
车通道上， 通过当面告知或者拨
打联系电话等方式， 及时督促停
放在施划消防车通道标识道路上
的车辆驶离。

对确实无法联系或者拒不改
正的进行张贴告知单， 限期24小
时内驶离， 24小时仍未驶离的 ，
在做好现场记录和取证的情况
下， 报告消防支队。 由消防支队
根据 《消防法》 《北京市物业管
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
对其作出责令改正； 对拒不改正
的， 按照处罚程序组织公安交管
部门进行车辆清拖， 拖车费用将
由车主承担。 另外， 针对上述私
家车主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
为， 执法人员拟对其处以警告或
者500元以下罚款。

市民发现有占用居民小区消
防车通道停放机动车辆的， 可以
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热线电话
12345进行举报投诉。

11月27日， 由东城区龙潭街道工委主办的 “战在一起” ———龙潭
街道战疫主题展在街道文化中心6层开幕。 本场展览展示四大主题板
块内容， 通过卡口值守情景模拟、 口罩、 测温枪、 请战书、 出入证、
流动红旗、 书画作品等百余件战 “疫” 实物， 展现龙潭人抗疫的工作
场景。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6秒就能完成一道垃圾分类选择题， 1分钟内准确将20种垃圾分类
完毕， 自编自演垃圾分类趣味节目， 这群分类 “小达人” 就是东城区
宝华里小学的孩子们。 11月27日， 东城区永外街道团工委、 妇联联合
宝华里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分类小达人” 垃圾分类擂台赛，
40名五年级的学生分为绿色精灵队和蓝色天使队热火朝天地打起擂
台。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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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家法律服务联盟组织调解中心成立

专业团队助力线上化解劳动争议
昨天记者获悉， 昌平区成立

新时代职工维权基地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中心， 这也是全市首家由
法律服务联盟组织主导成立的调
解中心， 由300余人组成的专业
团队， 助力线上化解劳动争议。

据了解， 该调解中心由昌平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区委
宣传部、 区文明办、 司法局、 驻
昌高校法律志愿者联盟联合成
立， 由北京农学院、 华北电力大
学等高校学生、 教授、 专家， 以
及律师事务所律师等300余人组
成。 他们通过劳动人事争议在线

调解管理平台， 即 “互联网+调
解” 平台， 对2000余家使用劳务
派遣员工企业的劳动纠纷进行线
上调解， 化解劳动争议。

“传统意义上的基层调解组
织是由政府、 工会或企业主导成
立”， 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成立
的调解中心其创新之处在于由法
律服务联盟组织， 也就是由多家
高校组成的驻昌高校法律志愿者
联盟主导成立。 大学生作为法律
志愿者参与到调解中， 还有法律
教授、 律师等力量加入， 人才优

势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该负责人还表示， 成立后，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部门将对调解
中心进行日常监督和指导， 规范
调解流程。 “下一步， 调解中心
将从打造法律法规宣传平台、 学
习实践平台、 工作交流平台， 充
实兼职调解员、 书记员队伍， 完
善调解组织调解、 人民调解、 行
政调解 、 仲裁调解 、 司法调解
‘五位一体’ 调解机制， 构建调
解 ‘大’ 平台等方面做进一步探
讨 ， 促进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稳
定。”

11月27日，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与故宫博物院、 国家大剧
院联合启动 “见字如面·对话故
宫” 书信交流活动， 倡议中小学
生拿起纸笔， 在对话历史中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

疫情期间， 北京市7位初中
生发起 “拿起纸笔·见字如面 ”
书信交流活动， 号召同学们以书
信形式交流， 弘扬传统文化， 感
受独特魅力。 9月10日， 市教委
发出第二期活动通知， 倡议同学
们远离手机， 拿起纸笔， 参与书
信交流和朗诵活动。 截至目前，
前两期活动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和北京市中小学生的书信作品
4000余封， 举办两次线上朗诵展

演活动， 师生家长透过一纸书信
写下思念， 抒发情感， 感受 “见
字如面” 的力量。

近期， 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
联合下发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
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 》，
要求各地教育、 文物部门加强协
作， 共同探索利用博物馆资源开
展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途
径和创新模式。 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 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表
示， 此次发起的 “见字如面·对
话故宫” 书信交流活动， 通过文
物活化利用， 丰富学生的综合实
践活动， 提升育人效果。

据悉， 故宫博物院于2000年
前后逐步展开与学校的合作， 开

发了馆校合作系列课程。 故宫博
物院院长王旭东向青少年发出邀
请： “未来， 故宫博物院欢迎更
多学生走进故宫， 了解故宫承载
的中华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 拿
起纸笔记录心中感悟， 让古老的
故宫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会上 ，9位学生代表发出倡
议：“让我们给故宫写信吧！ 写给
书画器物、花园丽宫；写给历史人
物、学者藏家；写给宫廷建筑、瑞
兽祥云……期待我们一起， 见字
如面，对话故宫！ ”北京市第五
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属小
学等26所中小学校被列为 “见字
如面”书信交流活动试点单位。

实现食品安全电子追溯， 在
规模以上、 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中
推行先进质量管理模式， 实现目
标 企 业 80% 以 上 达 到 HACCP
（食品安全保证体系 ） 等要求
……日前， 昌平区正式被命名为
“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

昨天， 在沃尔玛昌平东关店
里， 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正在对超市内的食品进行检
查， 重点对进口冷链食品、 蔬果
类、 预包装食品、 家禽产品、 肉
类、 水产品、 腌制品以及熟食等
食品实行了检查， 查验其产品信
息卡、 生产日期、 台账、 温度保
持以及进口冷链食品赋码情况等
是否合格达标。

“从供货商的选择到商品上
架销售再到整个过程的温度控
制、 保质期管理等全链条， 我们
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保证顾客
能购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 沃
尔玛昌平东关店总经理王东华表
示， 超市通过一系列完整流程为
消费者提供安心安全的食品。

在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中， 昌平区持续加大对食用农产
品、 食品的抽检力度， 对市场开
办者及场内经营者进行全方位专
项检查， 除对各大商超进行检查

外， 对各便民网点及农产品市场
的检查力度也不断加强。

据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
合协调科副科长樊春鹏介绍， 自
2017年昌平区开展创建食品安全
示范区以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严抓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管， 在规
模以上、 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中推
行先进质量管理模式， 实现目标
企业80%以上达到HACCP等要
求。 截至目前， 全区48家企业已
实施HACCP体系或建立电子追
溯体系。

此外 ， 记者还了解到 ， 目
前， 昌平区在营业餐饮企业7393
家已全部实施 “阳光餐饮”； 11
条食品安全示范街通过了市级的
验收， 均已挂牌； 706家社会餐
饮达到了品质餐饮的要求； 7家
超市符合了 “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 的要求； 昌平区已实现蔬菜
零售网点全覆盖， 达到了每个社
区蔬菜零售网点不少于2个的目
标； 食用农产品 “三品” 基地认
证从2015年的30余家上升到了目
前的100余家。

北京学生发出倡议：

拿起笔来，以书信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任洁

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

昌平区在营业餐饮企业全面实施“阳光餐饮”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垃圾分类打擂台

占用社区消防通道车辆将被清拖

主题展览回顾战“疫”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