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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3日晚， 新建天津至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铁路 （简称： 津兴铁
路） 上跨京德高速公路连续梁转
体施工拉开序幕。 这是全线第一
个转体施工， 两根梁体分别以顺
时针每分钟1.07度旋转， 总共历
时70分钟，各旋转75度。当天21时
10分成功完成的上跨京德高速公
路， 为后续施工开展奠定了重要
基础。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新新建建津津兴兴铁铁路路完完成成首首个个转转体体施施工工

临近中秋，各式各样的月饼产品早早摆上柜台，今年在北京稻香村
9家门店开设现烤糕点窗口，消费者可透过玻璃窗亲眼看到师傅们制作
糕点的全过程，买到刚出炉的现烤糕点。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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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9月
13日下午， 为期四天的2021世界
机器人大会闭幕。据了解，大会推
动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 签约
金额达53亿元， 进一步促进机器
人领域新技术、 新成果的落地转
化。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
业发展报告（2021）》《机器人十大
新兴前沿热点领域 （2021-2022
年》等5项重要研究成果。

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功举办
6届，为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

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届大会创新办会模式， 与国际
嘉宾“云上”相见。图灵奖得主、两
院院士等300多位业界专家和企
业精英在“云上盛会”展开巅峰论
道，3大主论坛、19场专题论坛、7
场国际双多边会议、20场配套活
动， 为现场和全球远程听众献上
了一场内容丰富的思想盛宴。

博览会汇聚了108家企业的
513件创新机器人产品 ， 新松 、
ABB、安川、哈工大等国内外机器

人领军企业悉数参展。 中信重工
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 优必选熊
猫机器人等20余款新产品、 新技
术一经亮相，便广泛“圈粉”。大会
期间还设立了共融机器人挑战
赛、BCI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
应用大赛、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
赛4大赛事，41个分赛项，共计4万
余名选手参赛。其中，2021年度脑
控打字不仅获得历史最佳成绩，
同时实现与其他国际赛事互认，
搭建了人才储备的重要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中
秋节”“国庆节”即至，为保障市民
健康安全过节， 朝阳区市场监管
局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专项整治
行动，确保“两节”食品安全。

昨天下午， 在七鲜超市望京
店，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月饼、
大闸蟹等食品的进货票据、 生产
日期、 贮藏条件是否符合相应要
求等事项， 并对肉、 菜、 水果的
食品安全状况和安全保障措施进
行检查 ， 详细询问了采购 、 运
输、 保存、 价格等。

在进口冷链柜台， 执法人员
查看了产品来源渠道和产品资
质， 要求超市方公示其养殖地或
捕捞地， 属于进口食品的公示其

“北京冷链” 追溯二维码， 让消
费者买的更放心。

执法人员还现场抽取月饼，
对硼砂项目进行快速检测， 检测
结果均为合格。 据了解， 朝阳区
市场监管局于前期开展了月饼质
量检测工作， 共抽取样品30件，
检测项目含过氧化值、 酸价、 脱
氧乙酸及其钠盐等8项， 截至目
前， 已出结果３０件， 全部合格。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
者，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月饼， 注
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 值得注意
的是，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等特殊人群， 即使食用 “无糖月
饼”， 也要严格控制食用量 ， 不
可多吃。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等部门联合发布 《北京市工程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自即
日起实施。《实施办法》 要求施工
总承包企业在银行设立账户，并
按照工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
存储工资保证金， 明确作为专项
资金， 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
动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从源头
上预防欠薪问题， 切实保障农民
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

据了解， 《实施办法》 以兼

顾劳动者权益和企业发展利益平
衡为导向， 在优化营商环境、 减
轻企业负担方面明确了具体措
施。 如， 规定施工总承包企业以
工程项目为单位存储工资保证
金， 分包企业不再办理工资保证
金； 缴存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鼓
励企业以多种形式建立工资保证
金， 鼓励企业使用银行保函或工
程担保公司保函、 工程保证保险
替代现金存储， 给予企业更大的
自主选择权； 在落实国家规定存
储比例范围内， 根据工程项目施
工合同额， 分四个档次具体规定
了保证金存储比例， 每一档次设
置了最高缴存限额， 施工总承包

企业在工程项目所在地区有2个
以上在建工程项目的， 存储比例
可以下浮， 以减轻企业资金占用
压力。

同时， 深化“放管服”改革，
注重向深化改革要效益， 向制度
机制建设要成果， 结合分级分类
信用监管， 建立与企业征信相挂
钩的管理机制， 发挥工资保证金
制度奖优罚劣的激励约束机制作
用： 对连续2年和3年未发生拖欠
工资行为的施工总承包企业的保
证金实行减免措施； 对存在拖欠
工资行为， 或因拖欠农民工工资
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
业，在处理处罚的基础上，还将相

应提高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体
现了差异化管理原则。

据悉， 为规范工资保证金管
理流程， 《实施办法》 对存储协
议的签订 、 备案制度 、 动用程
序、 限期补足、 资金返还、 账户
注销等方面制定了完整详细的流
程规范 ， 工资保证金账户的开
立、 备案、 撤销办理流程更加简
化， 并就相关程序性文书制作了
模板， 方便企业操作。

此外， 《实施办法》 重点强
调了工资保证金专款专用， 杜绝
保证金违法违规使用的情况， 明
确规定， 工资保证金除用于清偿
或先行清偿拖欠工资外， 不得用

于其他用途 。 除法律另有规定
外， 只能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
民工支付工资， 不得因其他原因
被查封、 冻结或划拨。 保证金账
户管理形成完整严密的闭环， 政
府部门只行使监管权力， 不涉及
任何收费。 一旦发生农民工工资
拖欠， 如果施工总承包企业拒不
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经办银行或
担保、 保险机构需按照本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 《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 将
拖欠工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本
人， 除此之外监管部门均无权启
用和调配账户资金， 从制度上杜
绝保证金随意支取、 挪用问题。

本市发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新规

欠薪案件及时清零获更强制度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发改委批复自行车专用路东拓
工程（同城街东延）项目建议书。
记者了解到， 项目计划今年底开
工，2022年底完工。

位于回天地区的本市首条自
行车专用路已开通两年多。在《深
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
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
自行车专用路东拓被列为打造宜

居之城的重点项目之一， 是打通
回龙观至天通苑地区慢行系统
“断点”的关键之一。此次获批的
东拓项目位于昌平区， 西起良庄
西街，下穿规划霍营枢纽，东至林
萃路 ，全长约0.8公里 。项目将按
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 规划红
线宽35米，机动车道两上两下；按
照已建成投用的自行车专用路宽
度同步实施两侧各拓宽3米非机

动车道，并配套建设雨水、污水、
给水、绿化等市政工程。项目在总
结自行车专用路建设运营经验基
础上，通过设置骑行指示屏、地面
反光道钉、坡道防滑路面等，加强
骑行安全保障； 充分论证路口秩
序化改造方案， 规范路口交通组
织；统筹考虑树木遮荫、自行车停
放、 慢行路权等骑行体验改善方
案，全面提升市民骑行环境品质。

朝阳开展“两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东拓工程年底开工

发布《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1）》等5项重要研究成果

世界机器人大会签约金额达53亿元

北京2022年底前将再建成25个城市公园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018年

以来， 北京累计新建公园绿地73
处，总面积约4200公顷（相当于约
6个奥森公园）。 记者14日从北京
市发改委了解到，目前，已有石景
山区新安公园、 怀柔城南森林公
园等48处公园开园迎客， 预计其
余25处公园将于2022年底前全部
建成投用。其中，石景山区衙门口
城市森林公园、 大兴区五福堂公
园等有望今年建成开放。

2018年以来， 北京市发改委
结合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

动 ， 推动疏解整治腾退空间向
“绿色”转变，累计批复73处公园
绿地项目。 通过这些公园绿地的
建设， 本市 “一道绿隔城市公园
环”公园数量达到102个，实现“一
环百园”规划目标；城市副中心、
大兴、昌平等新城建成贺新公园、
旧宫城市森林等公园， 新增公园
绿地约2500公顷； 在石景山区衙
门口城市森林公园、 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等大尺度绿化项目中开辟
生态保育区，建设本杰士堆、昆虫
旅馆等。这些公园绿地的建设，使

本市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由2017年的77%增加至2020
年的86.8%，超额完成“十三五”规
划85%的目标。

据了解， 通过在公园绿地项
目前期加强需求调研与方案比
选， 分析项目所在区位、 服务对
象、区域发展情况等要素，进一步
提升公园功能定位与实际需求的
契合性， 在建设运营全流程突出
考虑覆盖全龄需求， 城市公园已
成为服务市民绿色休闲需求的高
品质生活休闲空间。

现烤糕点摆进老字号

(上接第１版)
此外， 新一轮援藏工作还将

优先保障21个边境县、 122个边
境乡镇以 “守护国门” 为主题的
工会阵地建设； 培养一批有技能
等级 、 有本领就业的人才队伍
等。 有对口援藏任务的省 (区、
市) 工会和央企工会将按照签订
的协议内容， 切实推动各项援助
项目落地做实。

自2014年以来， 全国17个省
（市）、 16家中央企业工会与西藏
7市 （地）、 74个县 （区） 工会建
立对口援助关系， 援助资金1.83
亿元， 实施援藏项目581个， 推
动西藏工运事业取得全方位进
步、 历史性成就。 上一轮援藏工

作 (2014-2020年 ) 累计培训西
藏全区职工6.5万人次，建成27家
实体职工书屋，开展“中国梦·劳
动美———西藏行” 主题教育、“新
时代雪域高原文明职工” 等创建
活动， 在全区基本建成74个县级
工会职工之家（帮扶中心），进一
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了交往交流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