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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精简为30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22

日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了解到， 为尽早解决征收逾期
未安置等问题， 规范征收补偿决
定等相关工作，市住建委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有关工作的通知》，从
征收补偿决定的作出、送达、执行
程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行政行

为、缩减执法周期，推动回迁安置
房及重点工程建设尽早落地。

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等公益
性征收项目是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维护群众利益，加快推动城市
规划落地的重要保障。据了解，此
次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报请材料，
督促北京市各区政府依法做好征
收决定前期各项工作， 力争将房

屋权属等争议化解在前端。 原则
规定各区政府应自征收补偿方案
确定的签约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
作出补偿决定， 尽早明确征收当
事人之间补偿权利义务关系。同
时，通知在原有直接送达、留置送
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基础上，
参考诉讼文书送达规定， 增加电
子送达方式，方便被征收人、公房

承租人及时知晓相关权利义务，
提升送达效率。此外，通知将公告
送达的公告期， 由原规定的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
达，变更为经过30日视为送达。

通知还规定， 各区政府原则
上应自被征收人、 公房承租人法
定复议或者诉讼期限届满之日起
1个月内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

请。 补偿决定经法院裁定由区政
府组织实施的， 区政府原则上应
自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之日起
6个月内执行完成。 执行过程中，
应当遵循程序正当、预案科学、安
全稳定、 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
则， 做好相关程序告知、 物品清
登、证据保全、安置保障等工作，
切实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近
日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本市启
动种质创制和品种选育联合攻
关、 特色畜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工作， 将用3年时间创新改良玉
米、小麦、奶牛、北京鸭等12个优
势物种资源、性状或品种，同时开
展北京鸭、北京油鸡等5个北京特
色畜禽水产种质资源保种， 为解
决种业卡脖子问题、 打好种业翻
身仗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设施蔬菜、玉米、小麦、马铃
薯 、蛋鸡 、北京黑猪 、奶牛 、北京
鸭、鲟鱼、观赏鱼、桃、乡土树种是

北京具有创新基础优势的12个物
种。 全市将重点在种质资源引进
创制、品种性状改良创新、创新成
果产业化、 创新创业环境优化以
及创新体制改革等领域积极实
践，进一步巩固提升创新优势。

北京鸭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侯卓成教授介
绍，以北京鸭为例，樱桃谷鸭为代
表的分割型配套系、南口1号鸭为
代表的烤制型配套系已占有不小
市场份额， 但是面对新兴市场和
细分市场， 北京鸭仍需开展种业
攻关。因此，接下来将加快北京鸭

特色品系培育，如不同皮脂率、体
型、生长速度、更高繁殖力与肉品
质等， 从而配套杂交出适应多元
化、 差异化市场需求的优质肉鸭
品种。预计未来3年，本市将分别
在烤制型、 分割型各新增一个北
京鸭新品种供应市场。

此外，北京油鸡、北京黑猪、
鲟鱼、 宫廷金鱼等北京特色畜禽
水产种质资源也被纳入保种范
围， 本市将根据其各自特性分别
建立保护制度， 保持特有种业遗
传资源多样性和品种特征特性，
为种业原始创新保存基础材料。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王星月 张博文） 近日，昌平区
制定出台了《中国（北京）自贸试
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昌平组团支持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暂行办法》）。

据了解，《暂行办法》 重点支
持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细胞
与基因治疗 、AI+医疗等领域的
研发创新和产业化。 重点从支持
项目落地、企业发展、创新和成果
转化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给予
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创新主体房
租、研发、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
补助， 还结合昌平的特色和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规律， 提出了支持

医药健康企业绿色发展、 支持投
资机构引入和培育医药上市企业
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下一步，昌平
区将牵头制定实施细则， 组建项
目评审委员会， 定期开展项目征
集和评审， 鼓励和引导昌平区医
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发改委会同市财政局印发 《关
于医师资格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收费标准的复函》（以下简称 《复
函》）， 重新核定了本市医师资格
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此次《复函》中明确了两项考
试的最新收费标准： 保持医师资
格（西医类、中医类）考试现行收
费标准不变； 同时降低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由每人每科
50元降为45元。 《复函》同时要求，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管理局和
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在本单位网站
和服务收费场所的明显位置公示
收费项目、计费单位、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
文号）、收费单位主管部门的监督
电话和价格监督电话等， 接受市
场监管、审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

北京下调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

本市启动12个优势物种种业联合攻关

近日， 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里
的蜡梅陆续进入花期， 吸引游客
前来欣赏。 卧佛寺素来是京城赏
蜡梅的胜地，景区内栽植有素心、
磬口、狗牙等多个品种共100余株
蜡梅， 主要分步于入口处放生池
周边以及三世佛殿的东侧路，目
前开花量达到30%， 预计花期可
持续至3月中旬。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植物园里赏蜡梅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22日，
由朝阳区金融办联合朝阳区文化
和旅游局推出的朝阳文旅金融综
合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为助力朝
阳区推进“两区”建设，该平台将
携手金融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为
文旅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构
建朝阳区文旅金融服务生态圈。

据介绍 ， 该平台通过大数
据、 区块链等技术， 为文旅企业
进行交易画像， 解构交易场景以
形成的数字资产增信企业， 同时

与银行线上风控系统直连， 可以
实现无担保的线上融资服务， 特
别是帮助小微企业获得普惠性融
资。 该平台将真正推动文旅企业
的数字化进程， 推动文旅企业获
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直接融资，
为朝阳文旅企业插上数字金融的
翅膀。

在发布仪式上， 作为平台推
动的成果， 由中国工商银行携手
金融科技企业北京优品三悦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与同程商逸旅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秋果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行旅国际旅游科技
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 《文旅数据
链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据朝阳区金融办介绍， 该平
台将充分发挥政府平台的优势和
资源， 利用数字资产实现产业高
效精准的普惠金融服务， 以金融
科技为桥梁， 与各大银行风控系
统直接关联， 通过政企银合作服
务各类文旅企业， 为文旅产业克
服时艰、快速复产提供强力支撑。

朝阳区发布文旅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15处点位投诉高发 涉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等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22日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1月
份，北京交警“随手拍”收到4万起
市民投诉交通违法线索， 经筛查
审核已依法录入非现场执法系
统。对投诉线索基本清楚，经传唤
当事人补充调查， 予以处罚的有
622起；对涉及遮挡、变造车辆号
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2151起
投诉线索，全方位开展侦查工作；
对群众投诉的92起交通信号灯故
障问题，全部第一时间进行修复。

经统计，涉及“违法占用应急
车道、公交车道、非机动车道、导
流带”“遮挡机动车号牌”“主干道
主路违法停车”“机动车道双排违
法停车”“占用盲道、 人行横道违
法停车” 等违法行为的投诉线索
最为集中。

据了解，1月份西城区二环菜
户营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海淀区黑龙潭路违法占用非机动
车道行驶， 朝阳区广顺北大街违
法停车等15处点位投诉高发，交

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
专项整治行动， 于违法高发时段
加强巡逻和现场处罚， 强化非现
场处罚力度， 并联络政府相关主
管部门开展综合治理。

北京交管部门提示市民群
众，投诉违法停车行为时，依次拍
摄多辆车辆违法停车， 但对任一
车辆拍摄时长均不足12秒的视频
线索，将无法作为执法依据，请依
照“交通违法投诉注意事项”要求
进行投诉。

北京交警“随手拍”1月收到4万起违法线索

北京房屋征收补偿新规新增电子文书送达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元
宵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本市大型商场、超市、批
零市场、餐饮单位、小食杂店、网
络平台等销售的汤圆、 元宵食品
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结果表
明，北京市场销售的元宵、汤圆安
全状况总体较好， 节日期间市民
可放心食用。

依据相关标准及规定， 此次
重点检验氧化值、铅、糖精钠、亮

蓝、柠檬黄、日落黄等项目。经检
验，监督抽检108批次汤圆、元宵
全部合格。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消费提示， 消费者在购买
时尽量选择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较好的产品。同时，还要看包装上
的食品标签内容是否齐全， 包括
食品名称、 配料表、 净含量和规
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
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 贮存条件等项目。

本市抽检108批次汤圆元宵全部合格

市市民民捐捐赠赠11993333年年版版圆圆明明园园遗遗址址实实测测图图
22日，热心市民康睦先生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的家藏1933年版《实

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首次与媒体见面。该实测图首次采
用现代科学测绘手段，保留了圆明园最准确的地理信息，图中所绘山形
水系、桥涵位置等分布格局最接近原状，且第一次转绘了样式雷的建筑
平面图，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