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近日， 针对 “3·15” 晚会
曝光的东方广场某修表企业涉
嫌在经营中骗取消费者维修价
款一案，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完
成案件调查， 对涉事企业开出
50万元罚单。

中央电视台 “3·15” 晚会
报道了 “名表维修猫腻多” 专
题。 本来只进行消磁处理的维
修项目 ， 在东方广场8层名表
维修中心， 其中一只表店内维
修人员以 “擒纵叉变形 ” 及
“换向自动轮 ” 更换为名 ， 收
取费用共计2100元， 实际并未
对自动轮进行更换， 仅进行清
洗和消磁。 另一只表店内维修
人员以 “游丝变形” 为名， 收
取费用650元 ， 实际也只是进
行了消磁处理， 并未更换游丝

也未进行清洗。
“3·15” 晚会报道后， 东

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立即
到东方广场开展现场检查， 确
定涉事主体为丽视达 （北京 ）
国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经调
查核实， 该公司在经营中存在
骗取消费者维修价款的行为 ，
违反了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 依据相关规定，区
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
法行为并给予50万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目前该企业已停业整
顿。

接下来， 东城区市场监管
局将“以点带面”开展钟表维修
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深入排查
辖区内钟表维修企业经营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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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记者 崔欣

海绵城市建设给城市副中心居民带来“生态红利”

□本报记者 闫长禄

109高速路工地设劳务人员权益保障点

绿色屋顶滞蓄雨水， 渗透辐
射井技术， 形式多样的结构透水
铺装……在城市副中心， 由北京
市水科学院海绵技术团队研发的
近百项科研创新成果用在了城市
海绵化改造上， 这个会 “呼吸”、
有 “弹性” 的大海绵更好的发挥
出了吸纳、 蓄渗和缓释作用， 让
市民切身感受到了海绵化改造带
来的便利和好处。

记者了解到， 自2016年通州
区入选全国海绵城市试点以来，
市水科学院从防灾减灾研究所抽
调了精兵强将提供全面技术支
撑， 同时借助 “十三五” 国家重
大专项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关

键技术与管理机制研究和示范”
课题， 以问题为导向研发了多项
关键技术， 并在试点区15平方公
里范围内开展了示范应用。

眼下， 春光宜人， 从空中俯
视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楼
顶， 所望之处皆是一片充满生机
的绿色。 市水科学院于磊介绍，
绿色屋顶既能降低能耗， 起到夏
日凉爽、 冬季保暖的效果， 在雨
季还能滞蓄雨水， 减缓一部分城
市雨洪压力。

除了绿色屋顶滞蓄雨水外 ，
下雨时小区里不见一点积水的秘
诀就在有序铺装的透水砖上。 早
期铺的透水砖存在面层透水而基

层不透水的 “假透水” 问题。 为
解决这一问题， 技术团队对透水
铺装进行了优化， 推出了形式多
样的结构透水铺装， 确保透水性
能的同时也减少了透水铺装运维
频次。

针对通州部分区域雨水不易
下渗的问题， 技术团队研发了渗
透辐射井技术， 通过竖井和水平
辐射井， 建立地表海绵设施与地
下土壤调蓄空间的水力联系， 集
入渗、 净化和调蓄功能于一体，
且占用空间小。 此项技术在通州
自来水厂进行了应用。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附近道路
上的雨水箅子也用上了新技术。

“这是我们研发的环保型雨水口，
也叫截污挂篮， 目前已在行政办
公区内的7条道路上安装了1200
余个。” 于磊说。 降雨时这个装
置能拦截道路上的叶子和大颗粒
物， 大大降低了进入管网的雨水
径流污染。 此外， 技术团队还研
发了源头截污多功能雨水口， 拦
截污染进入排水管道的同时， 实
现防臭功能。

在通州杨坨安置房小区， 在
雨水收集装置的前端能看到一个
立方体形状的进水装置， 这个装
置是源头调蓄池进水控制装置，
借助智慧化系统监控平台远程自
主或智能控制开启度， 以此满足

不同的管理需求。
“我们研发的这个装置结构

简单、 实用性强， 可以适用于任
何类型的调蓄池， 与智慧化信息
手段相结合 ， 同时实现多种功
能。” 于磊说。

记者了解到， 近3年来， 市
水科学院海绵技术团队将科研创
新成果不断应用于北京全市， 光
城市副中心推广应用的项目就已
经累积了近百项， 不管是小区、
道路还是广场、 公园、 绿地……
一块块 “挖空心思” 设置的 “海
绵体” 让越来越多首都居民享受
到了海绵城市建设带来的 “生态
红利”。

为更好贯彻落实北京市新
型学徒制培养工作，近日，通州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障局紧盯重
点项目用工需求， 积极搭建平
台开展政策专项服务。

通州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我们在 ‘北京环球度假
区’ 新型学徒制培训需求的基
础上， 委派通州区职业技能指
导中心进行了前期对接， 根据
实际情况， 与各培训机构建立
起联动机制， 组织召开了2021
年通州区新型学徒制培养 ‘北
京环球度假区’ 项目企、 校对
接会。”

对接会上， 职业技能指导
中心和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分别
介绍了前期情况和新型学徒制
水平评价认定政策， 环球度假
区说明了培训需求， 各培训机
构介绍了承接工种和培训计
划。 经过座谈， 通州区针对环
球度假区大型娱乐设施维修等
专业岗位需求多的特点， 通过
对接市级较强的专业机构为企
业自主选择并开展培训创造有
利条件。

据了解， 通州区职业技能
指导中心为推动新型学徒制培

训工作， 举办多期由辖区内企
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参与的
精准对接培训会， 邀请市职业
能力建设指导中心相关工作负
责人面对面说明政策要点和注
意事项，并现场答疑解惑。 截至
目前，已经举办了2期，共有146
家企业和29家培训机构参与 。
在此基础上，建立服务群，实时
为各类企业和机构提供学徒制
培训咨询服务，直接助力企、校
对接。

同时， 在培训中， 有的企
业和机构还建立了长期联系 ，
为下一步开展实际培训对接创
造条件 ， 形成了培训会宣政
策、 过程实现企校对接、 有问
题在会上咨询解决的联动方
式。 北京高远百康大药房有限
公司与北京市通州区医药护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就是在对接会
上取得了联系， 企业结合机构
的培训专业， 开展涉及内部技
能员工300余人的长期新型学
徒制培训工作， 并长期通过机
构输送师资， 形成了企业提需
求、 机构强培训、 政府来保障
的服务企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新
格局。

近日， 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与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国道109高速
公路工程总承包部三工区签署了
《党支部联建共创协议书》， 在重
点工程项目上建立 “劳动监察工
地办公室”， 施工现场可接受劳
务单位和劳务人员的咨询与投
诉。

记者了解到 ， 国道109高速
项目是市级重点工程，工期久、线

路长、用工量大。 “选择在109高速
公路项目率先开展党建引领根治
欠薪活动， 既是党史学习教育的
一次延伸和实践， 也是提高社会
治理效能的具体举措。 ”门头沟区
劳动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国道109高速公路工程
总承包部三工区项目部也开展了
党员先锋岗、工人先锋号、青年突
击队“三面旗帜”进班组活动，用
党建引领根治欠薪， 并且按照人

力社保局的要求， 严格落实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各项制度，练
好劳动用工的“基本功”。

接下来， 门头沟区人力社保
局将在区内的重点工程项目，全
面开展党建引领根治欠薪活动，
吸收优秀农民工代表参与到建设
工程项目的日常管理， 实现党员
群众协同共治欠薪， 开展普法维
权讲座，建立互通互联机制，力争
将欠薪问题化解在初期。

近日来， 怀柔区庙城镇各村
的村民早上多了一项任务———
“空中”学党史。原来，该镇18个行
政村通过广播开办了“空中党课”
栏目，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

据庙城镇党委宣传部长陈琪
介绍，每天半小时的党史广播，是
庙城镇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方式之一。 目前开设的 “空中党
课”栏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等学
习资料和《庙城镇镇志》为主要教
材，每天播放半小时。 为确保“空

中党课”按时开讲，能够切实发挥
作用， 全镇18村都安排了专职工
作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结合
党史知识和本村实际， 设计每天
的广播内容。各村的情况不同，所
以党史广播的内容也会有所区
别。 ”陈琪说。

陈小梅是庙城镇桃山村专职
工作人员。 接到党史广播的任务
后，她没有简单的读原文，而是翻
出了村史， 琢磨党史学习教育在
村里如何落实、怎么体现，并挖掘
怀柔区第一个党员刘玉林的故

事， 用通俗易懂、 贴近生活的方
式 ，让党史知识 “飞入 ”千家万
户，打通党史宣讲“最后一公里”。

这种“接地气”的党史广播迅
速在庙城镇掀起了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热
潮，深受村民欢迎。 “差不多20年
没听过这种广播了， 过去家家都
是依靠广播听新闻， 现在听着广
播学党史。这习惯恢复得好，不仅
我们老年人觉得亲切， 小孩子也
很受益。 ”西台下村70岁的老人高
铁明说。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任肖琳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推动党
员学好用好党史，以史鉴今、资政
育人，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北京通
号项目部党总支制定“学党史 悟
思想 庆祝建党100周年三个一 ”
活动方案， 组织全体党员进行党
史学习教育。

从一首红歌，一张图片，一段
视频等挖掘背后的历史， 探索历
史深处的记忆， 唤醒记忆所蕴含

的伟大精神。 项目部党总支利用
项目部微信群和宣传橱窗，采取每
周一首红歌献唱、 每日一个党史
故事分享、 每日一道史题练习等
方式， 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
知识普及力度， 为项目部2021年
政治素质教育吹响序曲。

“小王， 今天的党史题答了
吗？ ”“我每天都看群里的党史故
事分享。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北

京通号 项 目 部 党 员之间相互
分享学党史的体会。通过多形式
的宣传和引导， 项目部上下迅速
掀起学习的热潮。 党员干部们纷
纷表示 ， 要以学促做 、 知行合
一，牢记初心、践行初心、永守初
心， 以良好的党性修养和昂扬
的精神风貌全身心地投入到本
职工作中， 履行好新时代党员
的职责使命 。

“有弹性会呼吸”的大海绵用上近百项新技术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门头沟区开展党建引领根治欠薪活动

怀柔区庙城镇村民“空中”学党史

中铁六局北京通号项目部掀起学党史热潮

“3·15”晚会曝光修表企业被罚

技能人才培养有了“联通车”
通州推动校企精准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