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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2021
年北京市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集中销毁活动近日在昌平区举
行。销毁商品近30吨，货值380余
万元，包括白酒、化妆品、服装、口
罩、食品、药品、路由器、图书等共
30多个品种。

此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

劣商品来自市农业农村局、 市场
监管局、文化市场执法、海关、公
安等部门以及通州、昌平等区。记
者从北京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
2020年， 北京市打击侵权假冒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 各成员单位行
政执法部门共查处侵权假冒类案
件4527件，罚没款6145万元。

北京集中销毁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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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 本市
在前期专项执法的基础上， 将进
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工
作。规范住房租赁市场，重点整治
违法群租房、短租房，群众投诉反
映集中的租赁中介等。

本轮专项整治将重点检查合
同备案是否及时， 信息是否真实

准确等。 以专项整治倒逼房地产
经纪机构、 住房租赁企业及时为
租户办理租赁合同备案。 规范新
房、存量房销售环节。重点整治无
证售房、不实宣传、合同欺诈等8
个方面。据了解，此前集中反映报
道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违法违规
问题、 机构炒作学区房问题等均
在本轮专项整治当中。

本市将重点整治违法群租房、短租房等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因价格违法行为，市市
场监管局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
方在线、 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分别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
罚款的行政处罚。

其中， 北京百家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跟谁学）通过其
运营的官方应用程序 “跟谁学”
销售的多款培训课程， 销售页面
显示诸如 “￥11998元， 联报优惠

￥3880”的优惠活动 ，但￥11998在
优惠活动前未实际成交过， 属于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
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的价格违法
行为。

近期， 市市场监管局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组织专项检查， 依法查处校外教
育培训机构价格违法、 虚假宣传
等行为。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北京市
气象局、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
联合发布了2021年北京杨柳飞絮
第2个高发期预报。即日起至5月5
日， 北京六环内区域将迎来新一
轮飞絮高峰。

据介绍，近期温度持续走高，
较强的光照条件和干燥空气有利

于果壳开裂，促使飞絮集中飘散。
预报显示， 此次高峰期飞絮的主
要树种为欧美杨、青杨、垂柳及旱
柳。市域范围内飞絮时间依次为：
六环内区域集中在4月24日至5月
5日，浅山区集中在4月27日至5月
8日；延庆等山区将在4月30日至5
月12日迎来第二次高发期。

北京六环内区域迎来新一轮飞絮高峰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
《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 《裁量
基准》），并专门制定了《裁量基准
表》（2021版）。

《裁量基准》包括总则、实施
原则、适用规则、审核监督、附则
五个部分，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 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从
40余项拓展到104项，实现了涉及
人力社保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全
覆盖。《裁量基准表》 以表格形式
明确了职权编号、违法行为目录、

违法行为认定依据、 行政处罚依
据、违法行为情形与分类等内容，
方便企业、群众查询监督。

2020年以来， 市人社局以构
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为牵引，在全系统开展“局处长
走流程”专项行动和“我为群众办
实事” 活动，60余名市区两级局、
处（科）长和200余名监察员深入
建筑工地、商超门店、快递外卖站
点等， 听取各方对监管执法落实
“保市场主体、促和谐发展”的意
见建议。 在以企业和基层执法人
员身份体验执法流程中 ， 发现

2014年发布的 《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标准》亟需规范完善，随即市人
社局启动修订工作， 确定人力社
保行政处罚职权共104项，主要涉
及行政执法、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
理、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特殊群
体保护、 工资支付、 职业能力建
设、人力资源市场等内容。

新版《裁量基准》系统规范了
“轻微 、一般 、严重 ”三类违法情
形， 既为企业轻微违法行为提供
容错支持和发展空间， 又对严重
违法行为坚持依法查处， 提高执
法精准度。

本市出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了解到，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市
相关部门在反复调研并征求了部
分专家和业主代表意见基础上，
起草了 《北京市深化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现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推进维修资金续筹工作方
面，根据《方案》，业主分户账面维

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
的， 由业主按照商品住宅标准及
时续交。给予相关政策支持方面，
业主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个人住房
公积金进行维修资金交存； 小区
公共收益的50%以上应优先用于
补充维修资金账户。

在开展维修资金补建工作方
面，根据《方案》，组织售后公房售
房单位和各类住宅的购房人开展

维修资金补建工作。 对于售后公
房， 有明确售房单位的由售房单
位补建， 售房单位改制合并的由
承继单位补建， 售房单位破产灭
失的由其上级单位补建。 业主购
买新建商品住宅的应在办理入住
手续前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开发
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代收代缴维
修资金。未缴存首期维修资金的，
开发企业不得交付房屋。

北京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征求意见

个人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续交维修资金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日前，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财
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
局联合印发 《关于统一城乡劳动
者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自今年
5月1日起， 本市将统一城乡劳动
者失业保险政策， 农民合同制工
人与城镇职工同等缴纳失业保险
费，同等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统一后的城乡劳动者失业保

险政策，在参保缴费方面，农民合
同制工人与城镇职工将按照同等
缴费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 在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期间，本
市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其中单
位和个人各缴纳0.5%。

在享受待遇方面， 失业的农
民合同制工人与城镇职工也将按
照相同的条件和程序申领并享受
失业保险待遇。 农民合同制工人

一次性生活补助政策自2021年5
月1日零时起停止执行。符合条件
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申领失业
保险金， 较一次性生活补助保障
时间更长，待遇水平更高。在失业
保险金的核定上 ， 用人单位在
2021年5月1日前为农民合同制工
人缴纳了失业保险费且个人还未
享受待遇的， 用人单位缴纳的失
业保险费期限将视同为个人缴费

期限，失业保险金的核定办法、支
付标准和领取方式与城镇职工相
同。 农民合同制工人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可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以及丧葬补助金、一次性
抚恤金等失业保险待遇。

统一后的失业保险金申领将
实现全程网办。 城乡失业人员申
领失业保险金可通过登录 “北京
人社” 微信公众号、“北京人社”

APP或北京市人社局官方网站
（http://rsj.beijing.gov.cn），在线录
入本人信息， 即可完成失业保险
金申领，无需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经办系统通过调取、 比对多方数
据信息， 验证失业人员享受失业
保险金的资格， 审核结果以短信
形式通知失业人员。如符合条件，
失业保险金将直接发放至失业人
员指定的银行账户中。

5月起本市统一城乡劳动者失业保险政策

农民合同制工人与城镇职工享同等失业保险待遇

104项人力社保行政处罚职权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2021北京消费季”将
于4月28日正式启动， 持续到年
底，将开展近千项促消费活动。

其中， 商务部与北京市将于
28日晚， 在首钢园主会场共同启
动 “第三届全国双品网购节暨
2021北京消费季”。活动以“品牌
品质 惠享生活”为主题 ，已形成
“1+5+8+N”活动框架，即：举办1
场启动活动，立足“新场景”“新趋

势”“新能级”“新势力”“新体验”5
大板块， 聚焦购物消费、 时尚消
费、数字消费、文化消费、旅游消
费、体育消费、美食消费和智能消
费等8大领域，组织开展N项促消
费活动。关于具体内容，消费者可
通过“北京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以及 “北京时间 ”APP，进入北京
消费季专题页面， 了解商家优惠
信息。

届时将有超百亿消费大礼包

惠及全城。京东、苏宁、国美等电
商平台，中国黄金、菜百、北汽集
团等商业企业， 中国银联等金融
机构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
五一期间， 面向在京消费者发放
现金券、折扣券、满减券等多项消
费大礼包超45亿元。 在整个消费
季期间，还将推出降价秒杀、满减
满赠、 爆款直降和拼团购等促消
费优惠活动， 持续发放累计百亿
元消费大礼包，惠及全市消费者。

四家培训机构因价格违法被罚5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
近日从市教委获悉， 在对近期学
科类校外线上培训机构的检查
中， 市教委发现学而思网校、 高
途课堂、 网易有道精品课、 猿辅
导等机构存在不同情况的问题，
为此予以点名通报。

通报指出， 近日， 市教委会
同相关部门针对学科类校外线上
培训机构的招生收费 、 广告宣
传 、 课程师资等内容进行了检
查 。 其中学而思网校在网站 、

APP全面售卖秋季课程， 违规提
前招生收费。 高途课堂在APP等
渠道售卖秋季课程， 违规提前招
生收费 。 网易有道精品课在网
站、 APP售卖暑秋联报课程， 违
规提前招生收费。 猿辅导在平台
促销暑秋联报课程， 违规提前招
生收费等 。 针对上述问题 ， 市
教委已责令相关机构立即停止违
规行为， 并限期在本机构网站或
公众号显著位置公示整改措施和
结果。

学而思等4家线上培训机构被点名通报
持续到年底 超百亿消费大礼包惠及消费者

“2021北京消费季”4月28日全城启动

(上接第１版)
从常规表彰的推荐对象上来

看， 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
行业， 竞赛表彰推荐对象基本覆
盖了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
各项目。 从企业所有制看， 非公
有制企业及其职工在常规表彰的
奖状、 奖章和工人先锋号中的比
例分别占40.0%、 37.5%、 39.0%，
高出规定比例5.0、 2.5和4.0个百
分点， 充分体现了对非公企业的
高度重视。

今年的“五一”表彰坚持面向
基层一线，重点向产业工人倾斜。

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
通劳动者， 继续将产业工人在奖
章中所占比例单列，不低于35%。
常规表彰和竞赛表彰合在一起，
有产业工人509名，占42.5%，超过
了规定比例要求。此外，还有其他
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274名、
科教人员229名，这些基层一线劳
动者共计1012人， 占奖章总数的
84.5%。 其中，农民工有164人，占
13.7%。严格控制企业负责人和县
处级干部人数，企业负责人55名，
占4.6％，比分配名额少7名；县处
级干部23人， 占1.9%， 有12个省

（区、市）没有推荐县处级干部。
闵迎秋还透露， 今年重新设

计了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
先锋号的奖章奖牌， 并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次性奖金标
准从5000元提高到1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