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气象局获悉，《北京市
“十四五” 时期气象事业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
明确10大服务应用场景和5大专
项行动。到2025年，北京建成以智
慧气象为重要标志的“国际一流、
国内领先、首都特色、准确细致”
的气象业务体系。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
基本建成符合北京城市战略定
位、保障首都韧性城市安全运行、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现代
气象服务体系。 建成与科技创新
中心相适应、 在城市气象和城市
气候、 监测预报预警精细化等研
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
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

“十四五”期间，市气象局将
围绕重大活动气象服务保障、京
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城市安全运
行、北京数字化消费升级、北京生
态涵养区建设、 北京实现碳达峰
目标和碳中和愿景、 北京森林防

灭火、“无人驾驶”智慧安全出行、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文化
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开展10大 “高
标准服务应用场景”。此外，设立5
大“高质量实施专项行动”，即“鹰
眼行动” 促进气象精密监测能力
提升、“魔杖行动” 促进气象精准
预报能力提升、“赋能行动” 促进
气象精细服务能力提升、“普惠行
动” 加强气象信息化保障服务平
台建设、“强基行动” 加强科技基
础支撑和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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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气象事业发展规划》印发

2025年本市将建成国际一流气象业务体系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
市发展改革委提前启动了2022年
本市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征集工
作。 记者昨天了解到， 项目设置
奖励资金。 其中， 工业类项目每
形成1吨标准煤/年的节能量， 奖
励600元； 非工业类项目每形成1
吨标准煤/年的节能量， 奖励800
元。

“十三五” 以来， 市发展改
革委累计支持了151个节能技术
改造项目， 形成了13万吨标准煤
节能量， 约26万吨二氧化碳减排
量。 市级节能技改奖励资金支出
约7700万元， 带动约16亿元的节

能领域社会投资。 据了解， 本次
申报重点支持在建筑、 工业、 交
通、 服务等领域对现有生产工艺
和设备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并且能
产生一定节能量的项目。 项目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中心改造、
公共建筑综合节能、 供热系统节
能、 余热余压利用、 能量系统优
化、 就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
用项目等。

据介绍， 本次征集针对本市
写字楼和商场超市2个重点用能
领域， 开发了节能潜力自助评估
软件， 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用能
单位的 “节能官” 可以自主录入

有关参数， 自测一下本单位的节
能技改潜力。 年底前， 市发展改
革委还将完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在线填报系统， 力争实现在线申
报， 减少往返交通和纸质文件使
用。

本市启动2022年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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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期，
国内多地发生疫情，又恰逢“双十
一”过后的投递高峰，防疫物资和
民生用品类邮件量大增。 北京市
邮政分公司激活疫情防控应急体
系、启动疫情防控相关预案，采取
邮件六面消杀等多种措施， 从严
从紧升级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旺
季生产安全平稳有序开展。

北京邮政要求各单位加强对
外营业场所、生产作业场所、内部
办公场所的疫情防控管理， 特别

是邮区中心、航邮中心、大兴行邮
等生产场地以及 “11185客服中
心”“11183客服中心 ” 等重点区
域、重点环节的消杀工作，全员严
格执行体温监测和登记制度，坚
决执行验码、戴口罩、消毒通风等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按照严防
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坚
持“人物同防”的总体原则，对所
有进京邮件做到邮袋、 邮件严格
消杀，进口邮袋逐袋消杀，邮件六
面消杀。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北
京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已全面实施
告知承诺审批， 审批时限将由30
个工作日压缩至0.5天，对申请人
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
材料的，当场办理发证。

据悉， 在2018年实施食品相
关产品、化肥产品、电线电缆、危
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4类产品
告知承诺审批的基础上， 今年对
建筑用钢筋、水泥、广播电视传输

设备、人民币鉴别仪、预应力混凝
土铁路桥简支梁、危险化学品6类
产品全部实行告知承诺。 此次全
面告知承诺审批改革实现了 “跨
省通办”。对以告知承诺方式获得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获
证后30日内对其实施全覆盖例行
检查。对企业以欺骗、提交虚假材
料等方式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的，一经发现，依法撤销生产许
可证， 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
相关活动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北京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审批

北京开展养老服务机构服务情况督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成立
养老领域治理专班， 对全市养老
服务机构服务情况开展督查工
作，重点督查“养老机构收费和服
务”情况。

据了解，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
政局针对群众反映的 “部分养老
服务机构管理不规范、 服务质量
不高”的问题，开展沉浸式体验等
多种督查方式， 对政策执行中发
现的堵点、 老年人及家属享受政
策的痛点难点、 养老服务机构接

受监管中的难点等问题形成查摆
问题、整改问题的监督闭环。

以近两年12345市民服务热
线反映的服务和收费纠纷为切入
点，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联合
民政部、市财政局、各区民政局党
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
活动，深入老年人家中、养老服务
机构等了解痛点、难点，现场解读
政策、沟通协调、查摆问题、监督
整改，制定印发《北京市养老服务
合同（养老机构版）》，从合同约定
开始规范服务、收费行为。

高速公路冬奥会专用车道开始施划

虎年贺岁金条首发
11月22日， 菜百股份在总店推出了历年贺岁金条纪念展， 陈列展

出包括自2003癸未 （羊） 年贺岁金条至今20组贺岁金条藏品套装。 当
天，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2022壬寅 （虎） 年贺岁金条
全国首发仪式。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1月22
日，“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研究基地”在海淀区揭牌。
一批思政教育专家将在研究基地
共同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 实现对大中小全学段的覆盖
和指导。

现场， 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
会与海淀区签署协议，成立“北京
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
践研究示范区”。研究基地将在总
结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经验

的基础上，聚焦课程内容建设、教
学方式创新、 教学内容供给和各
学段课程衔接等方面， 开展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 探索受不同学段学
生欢迎的教学方式， 不断提升各
学段思政课教学的感染力和实效
性； 同时推进各学段思政课教学
资源的挖掘制作和共建共享，通
过大学思政课资源下沉、 中小学
思政课资源升级， 实现不同学段
教学资源优势互补、相互支撑。

北京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基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
者昨天从市交通委获悉，近日，
本市高速公路冬奥会冬残奥会
专用车道施划工作正式启动。
按照计划，全市将在市域内7条
高速公路上施划冬奥专用道 、
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共计
205.6公里。 预计11月底前，将
完成专用道标线及标识施划工
作；12月底前，将完成交通指引
标识牌更换及设置工作。

据介绍， 全市将在京藏高
速 （马甸桥———健翔桥 ）、京新
高速 （箭亭桥———六环路方
向）、机场二高速（T3———管头

桥 ）、京平高速 （李天桥———温
榆 桥 ） 、 机 场 高 速 （ 温 榆
桥———新东路）、 京礼高速（土
城村东桥———延庆区界）6条高
速公路段双向施划冬奥会专用
车道。六环路（阜石路———李天
桥）不施划专用车道，将双向设
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

冬奥会专用车道由专用车
道标线、 配套标识标志组成。
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
间的虚线组成， 色彩鲜艳， 辨
识度高。 五环标识使用预成型
标线带在专用道的起点设置 ，
相较于目前使用广泛的涂料标

线， 它在路用性能尤其是清除
涂改性能等方面更显优势。 为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民出行的
影响， 六环内的6条高速公路
均于夜间施工。

据悉， 在冬奥会、 冬残奥
会期间，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
共计规划奥运道路网271.8公
里， 覆盖全部主要涉奥场所。
其中， 城区范围内和延庆城区
范围内的专用车道分别由市交
管部门和延庆区政府负责施
划。 目前专用车道只施划不启
用， 冬奥会开幕前， 本市将会
发布启用通告。

延庆停保中心场站正式投入运营

■2022相约北京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
讯员 董明昊） 记者昨天获悉，
延庆区委区政府与北京公交集
团正式办理了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延庆停保中心场
站 （公交停保中心） 的移交手
续，即日起，延庆停保中心场站
正式投入运营。

延庆停保中心场站是2022
年冬奥会交通基础保障设施，

该场站总占地面积为 5.75公
顷， 总建筑规模为11.7万平方
米，站内建设有立体停车楼、维
保楼和配套办公、生活等用房。
设置公交车车位521个，小汽车
车位434个， 保养工位14个，是
集区内公交停车、保养、维修为
一体的综合性场站， 更是2022
北京冬奥会期间三大赛区16处
交通场站中的示范性场站，其

面积最大、功能最全面、设施最
完备、运行最高效。

10月27日， 该场站已开始
接收第一批赛事服务车辆，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 延庆停保中
心场站还将陆续开展冬奥保障
车辆上牌、 保障车辆司机培训
等工作。在冬奥会举办期间，这
里还将用于开展冬奥保障车辆
夜间泊车、清洗、维修等业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
讯员 刘彬彬） 近日，昌平南口
急救站通过规范化建设验收，
这是昌平西北部地区规模最大
的120院前急救站。

由北京市急救中心、 昌平
区卫生健康委应急办及昌平区

院前急救分中心组成的专家
组，从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急
救人员配置、 救护车车载药械
配置等方面对南口急救站进行
了验收检查。据了解，南口急救
站配有管理人员4名， 医生、护
士各8名， 司机7名， 担架工12

名 。 南口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作为昌平西北部地区规
模最大的120院前急救站 ， 将
为昌平西北部地区群众提供优
质的医疗救治服务。 同时， 为
北京冬奥会储备充足的医疗急
救保障力量。”

11月底前将完成专用道标线及标识施划工作

昌平南口急救站通过验收

北京邮政多举措确保邮件安全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