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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通讯
员 史莉 ） 丰台区南苑街道把党
史学习教育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
实际行动， 连日来， 街道积极组
织防治技术人员开展防治工作，
对辖区杨柳絮易发 、 多发地的
1309棵杨柳树注射药剂， 抑制飞
絮产生。

记者在机场路现场了解到，
此次防治采用杨柳飞絮抑制剂，
在树干1.5米处钻孔注射的方法
将该药剂挂注在树干上， 药液随

树木的蒸腾作用逐渐渗透并扩散
到树冠各个部分， 抑制杨柳树花
芽形成， 从而控制杨柳飞絮。

据了解， 南苑街道防治杨柳
絮除注射药剂外， 还采用微型雾
炮车方式对马路周边、 人行道路
周边的树木进行喷水湿化处理；
对社区里街巷胡同、 绿地周边以
喷淋等方式进行“湿化+降尘”处
理，通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打
出杨柳絮治理组合拳， 净化辖区
卫生环境，减少消防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江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 也是 “十四五” 规划
开局之年。 近日， 怀柔区怀北镇
40余名党员走进密云区古北口镇
开展现场学习教育。

在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
党员们重温了抗日战争的历史，
共同追忆和缅怀壮烈牺牲的革命
先烈。 随后， 一行人来到古北口

保卫战纪念碑， 听取革命先烈的
英雄故事， 并敬献花圈， 鞠躬默
哀。 面对鲜红的党旗， 党员们高
举右手庄严宣誓。

怀北镇党建办负责人表示：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共产党员 ，
一定要牢记革命先烈的红色传统
和革命精神 ， 从中汲取信仰力
量 ， 为实现镇域发展而努力奋
斗。”

怀柔区怀北镇“走出去”重温党史感悟初心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从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五一”
假期， 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
旅游客车专项执法行动， 深入旅
游客车重点聚集区， 对车辆排放
等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执法行动
依托北京市交通委可实时掌握旅
游客车停放情况的 “首都核心区
旅游客车综合治理信息系统”，执
法人员可快速准确抵达停放地开
展执法检查。

据了解 ，1日是执法行动首
日，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通过
人工检测、 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检
查等手段，共检查旅游客车66辆，
发现排放超标问题车辆15辆。这
些车辆依法受到了处罚并限期整
改，处罚金额3900元。此外，执法
人员还对超过3分钟未熄灭发动
机的车辆驾驶员予以劝导。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历

年情况，“五一”假期，北京市的东
城、 西城两区旅游客车量增长明
显， 此次执法行动旨在强化对旅
游客车监管力度， 督促其尾气达
标排放。同时，执法人员在严格查
处超标排放车辆的基础上， 还对
驾驶员进行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鼓励驾驶员停车3分钟以上熄灭
发动机， 减少车辆怠速状态下尾
气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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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全国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 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丰台火车
站改建工程现场举行。

据悉，《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
年5月1日施行， 为保障农民工工
资权益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条例》实施一年来，各级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
件5.5万件， 为64.3万名劳动者追
发工资等待遇64.3亿元； 向社会
公布重大欠薪违法案件1873件，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962
条， 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案件2836件， 司法
审判1556起恶意欠薪案件。

近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印发通知， 定于5月份在全国开

展 《条例》 宣传月活动， 部署各
地、 各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法治
思维， 围绕全面提升根治欠薪法
治化水平， 举办专题学习培训，
组织送法上门宣讲， 开展执法普
法联动 ， 宣传 《条例 》 实施成
效， 促进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 总包代发工资、 实名制等法
定制度， 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更
好法律服务， 积极营造全社会关
心关爱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以优
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据了解，《条例》 去年5月1日
施行以来， 本市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 专门
制作《条例》宣传动漫视频和宣传
海报，深入企业、工地开展送法规
宣传活动， 培训建筑施工企业项
目负责人和劳资专管员 5000余

人。畅通维权二维码，制作并向农
民工发放保障工资支付明白卡，
促进企业落实支付工资主体责
任， 为农民工提供更加便捷的维
权渠道。同时，围绕《条例》的贯彻
实施，为完善根治欠薪制度机制，
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 《关于健全
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机
制建设的意见》，在工程建设领域
形成了 “全流程管理、 全环节管
控、全周期联动”根治欠薪治理格
局。今年，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已
列入市委“接诉即办”“每月一题”
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督办机制，按
照“一方案三清单”，分类施策、标
本兼治，市区相关部门联动，按月
督办落实， 更好维护农民工报酬
权益， 让广大农民工更好融入城
市生活。

本报讯 （记者 盛丽）2020年5
月1日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
施。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
截至今年4月20日， 全市业委会
(物管会) 组建率从11.9%增加到
90.1%， 物业服务覆盖率由64.1%
增加至93.7%。

据了解， “北京业主” APP
自条例实施以来， 新增1280个项
目 ， 7.1万名业主认证 ， 支撑发
起357次业主表决 。 截至目前 ，
“北京业主 ” APP前台共上线项

目3308个。 2020年5月1日至2021
年4月全市住建、 房管系统共开
展物业检查10525次 ， 实施物业
类处罚526起， 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227起。

下一步， 本市将加快配套文
件出台， 健全完善物业管理政策
体系， 持续推进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改革， 同步开展试点。 大力推
进智慧物业建设， 完成物业管理
项目 “落点落图”， 开发 、 上线
物业项目备案系统， 实施一网通

办进程， 推进 “北京业主” APP
系统升级和权限下放， 打造智慧
物业服务平台。

北京物业服务覆盖率超九成

北京生态环境部门“五一”假期开展旅游客车专项执法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五
一”期间，北京消费季“全城一节”
氛围浓厚，300余项商旅文体系列
活动有序开展。 昨天，记者获悉，
假日期间，本市重点监测的百货、
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
业态百家企业实现销售额45.6亿
元 ，同比增长10.1%，较2019年增
长4.2%； 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
量同比增长近5成。

“五一”期间，北京消费季呈
现“多点开花”态势。北京首发节、
夜京城、 京菜美食文化节等市级
重磅活动持续推进，新场景、新体
验层出不穷，满足假日消费需求。
京东、苏宁、国美、小米、美团等电
商平台，中国黄金、菜百、北汽集
团、 华熙live·五棵松等商业企业
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 超45亿元
消费补贴惠及全市消费者， 覆盖

线上购物和线下商场、超市、餐厅
和景区门票等领域。

同时， 商圈持续回暖。 王府
井、 三里屯、 国贸等新地标精心
策划主题活动 ， 焕发时尚新活
力。 王府井、 CBD、 西直门、 亚
奥和丽泽商圈客流超百万， 烟袋
斜街、 前门、 三里屯等9个商圈
客流同比增长超1倍。

餐饮优惠出新意， 大餐饮企

业纷纷推出劳动节套餐等系列促
销活动。 鸿宾楼推出市级以上劳
模享用餐折扣， 峨嵋酒家推出劳
动节套餐立减优惠， 柳泉居为岗
位优秀者赠豆沙包。 重点监测的
全聚德、烤肉季、东来顺、功德福
和大董同比分别增长 7.4倍 、7.1
倍、6.3倍、6.1倍和5.1倍。

“五一” 期间， 全市65家演
出机构奉上精品汇演400余场 ，

博物馆、 艺术中心等推出8场不
同主题文化展览。 《悬崖之上》
等15部电影集中上映， “五一”
档票房破7000万元。 银联大数据
显示， 全市服务消费金额同比增
长13%， 较2019年增长16.3%； 其
中文化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9.2% ， 恢复至 2019年的 91.7% 。
此外 ， 夜间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10.7%，较2019年增长36.8%。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传月启动

百家重点商企实现销售额45.6亿元

本报讯（记者 边磊）近日，东
城区党史游学地图发布暨 “青春
同心·永跟党走”文人志士线路寻
访活动在蔡元培故居正式启动。

据了解， 此次东城区党史游
学地图发布采取线上线下形式，
可关注东城区“党史e起学”微信
小程序进入地图板块， 通过线上
打卡方式开展游学活动。同时，在
更读书社、 阅想书店等域内实体
书店线下同步推出纸质典藏版
《薪火传承———东城区党史游学
地图》。

为充分发挥好东城区革命活
动旧址、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资
政育人等方面的作用， 东城区重
磅推出的 《薪火传承———东城区
党史游学地图》，重点打造了“觉
醒年代”“光辉足迹”“历史记忆”
“文人志士”“日新月异”五条党史
游学推荐线路， 涵盖北大红楼等
24处革命活动旧址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目前，地图中推介的“觉
醒年代” 路线中四处点位展览还
未正式开展， 可以先期选择其他
四条路线进行寻访活动。

南苑街道为1309棵杨柳树打针治飞絮

东城区党史游学地图发布

北京消费季助力 “五一” 消费市场繁荣

4月30日9时22分， 随着最后
一榀钢梁的吊装就位， 丰台站改
建工程站房工程一期南区主体结
构封顶。 接下来， 丰台站全站将
于今年5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年底， 达到竣工交付条件， 正式
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丰台站一期南区
主体结构封顶

(上接第１版)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既有效缓解了工学矛盾， 为技能
人才创造了晋升的空间， 又提升
了企业用工的针对性、 有效性，
满足了企业对人才的技能需求。
不仅促进了企业生产和城市运行
保障效率的有效提升， 通过培训
也使企业职工素质持续增强。

今年，本市计划培养1.1万名
企业新型学徒， 从扎实推进培训
工作、提升培养层次、创新灵活培
养方式、充分发挥培训资源作用、
畅通技能等级评价认定渠道等方
面， 进一步明确企业新型学徒制

相关要求，不断完善系列政策，吸
引更多企业职工接受学徒制培
训， 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效衔接，推动北京特
色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开展。

下一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将进一步提高专业工种、 培
训层级与首都功能的契合度， 紧
盯重点行业推进， 扩大企业新型
学徒制的深度和广度， 按照 《北
京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开展质量督导， 大
力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提质
增效， 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