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首钢园区恢复开放。 记
者昨天看到， 前来 “打卡” 的市
民络绎不绝， 游客们在群明湖畔
远眺首钢滑雪大跳台， 步行到三
高炉的冬奥特许商品店购买各类
纪念品 ， 到香啤坊 、 首钢大食
堂 、 香格里拉酒店品尝各类美
味 。 据悉 ， 即日起至3月20日 ，
首钢园北区采取预约限额方式入
园， 园区开放时间为7时至20时。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首钢园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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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发布 《关于规范本
市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
设施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收费标准
包括四方面内容，即价费分离、统
一电价、规范收费、主动服务。

据了解，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收费分为电费和充电服务费，
电费实行政府定价， 充电服务费
实行市场调节价。 充电设施经营
单位向用户收取充电电费和充电

服务费时，两者应当分别计价、分
别收取，不得打包混合收取。居民
住宅小区内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充
电设施用电， 纳入 “居民生活用
电”类别，执行政府定价，按照本
市 “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
户” 电价水平执行。 电价标准为
0.5103元/千瓦时（不满1千伏）。

值得注意的是， 充电设施经
营单位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
定，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通知》还提出，各区可结合本

区实际， 出台进一步规范电动自
行车充电设施收费管理的具体措
施。《通知》将从4月1日起执行。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
者近日从 “2022北京消费季” 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 在鼓励企业创
新开展促消费活动方面， 今年1
月27日， 市商务局出台了 《北京
市商务局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
“2022北京消费季” 促消费活动
的通知》， 每个季度对积极参与
北京消费季活动并成效显著的城
市商业综合体、 线下零售和餐饮
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本市将于3月1日启动 “2022
北京消费季”。 据市商务局二级
巡视员于文介绍， 对城市商业综
合体每个季度支持20家， 最高支
持金额40万元； 对限额以上线下
零售企业， 根据企业当季度商品

零售额增量情况及申报情况， 综
合评定四档， 最高支持金额50万
元； 对限额以上餐饮企业， 根据
企业当季度营业额增量情况及申
报情况， 综合评定四档， 最高支
持金额25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 项目申报企
业应于活动实施前通过北京市商
务局官方网站 “北京消费季” 参
与通道报备活动方案， 经过属地
商务主管部门初审通过后， 纳入
北京消费季活动库。 符合条件的
企业将项目申报材料提交属地商
务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后， 报市商
务局进行复核。

在鼓励开展2022年网络促消
费活动培育壮大网络消费市场方

面 ， 市商务局 1月 26日出台了
《关于鼓励开展2022年网络促消
费活动培育壮大网络消费市场
的通知》， 对积极开展网络促消
费活动并带动全市网络消费增
长的相关企业， 给予资金支持。
其中， 对全年网络零 售 贡 献 率
达 0.5%及 以 上 的 企 业 给予支
持 ， 单家企业最高支持 金 额 不
超过 2000万元 ； 对全年营业收
入增量达1亿元以上的给予支持，
单家企业最高支持金额为500万
元。

“相关企业可在全市社零
额、 网上零售额、 服务消费等相
关数据发布后， 于2023年年初进
行申报。” 于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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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
期，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
餐饮食品安全大检查。 因存在食
品安全问题， 该区对11家餐饮门
店进行了依法查处，包括味多美、
沃歌斯等餐饮门店。

北京五福临饺子有限公司存
在餐具、 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
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
或清洗消毒不合格的行为的问
题，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北京
胖鱼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工

作人员未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
同时存在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
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
作的问题， 被责令改正、 给予警
告。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第一百零二西饼店存在从业人
员核酸不符合检测频次要求、进
口冷链与国产冷链食材混放的问
题。此外，沃歌斯、探湘荟鸭血粉
丝汤、 探品质伊骊新疆菜等商家
皆因存在从业人员未按要求进行
核酸检测的问题，已责令整改。

海淀11家餐饮店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孙靖 ） 记者昨天从昌平区发
改委了解到，今年，昌平区将在老
年助餐服务、 小区公共设施移交
等方面发力， 加快重点民生领域
工程建设。

据了解， 经调查显示，97.3%
的受访居民对昌平区“疏整促”工
作满意。2021年，昌平区强化城市
生态空间织补和生态修复， 全年
完成“留白增绿”绿化建设46.5公
顷，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任
务166.67公顷。与此同时，回龙观
东大街林荫路改造工程按时竣
工、42公里绿道慢性系统全线贯
通、全市首个“碳中和”主体公园
落成， 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2021年， 昌平区整治无证无照经

营210户，占道经营、“开墙打洞”、
地下空间违规住人等专项实现
“动态清零”。此外，在调查涉及的
7项便民服务中，受访居民认为家
附近收发快递和买日用品方便的
比例较高，分别为97.0%和91.0%。
据悉，2021年，昌平区累计新增蔬
菜零售、便利店（超市）、早餐、快
递、便民维修、家政服务、美容美
发、 洗染等八类便民商业网点21
个，群众生活便捷度进一步提高。

该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老年助餐服务、道路移交、
小区公共设施移交等专项 “满意
度”方面，昌平区与全市平均水平
还存在一定差距， 下一步将把满
意度评价低于 90%的专项纳入
“疏整促”年度任务。

昌平将发力推进老年助餐等民生工程建设

本市鼓励企业创新开展“2022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相
关部门共同研究出台 《北京市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综合
监管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
方案》）， 将本市根治欠薪工作的
相关制度、机制、措施全部纳入，
打造农民工工资支付“6+4”监管
体系，包括落实风险监管、信用监
管、分级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科
技监管、 共治监管6项基本制度，
实施“一业一册、一业一单、一业
一查、一业一评”4项场景化措施。

《实施方案》对建筑施工企业
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 强化 “风
险＋信用”评估，构建建筑施工企
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 及时
归集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相关信息，以及行政处罚、列入经
营异常目录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信息。 根据风险等级评估和工资
支付守法诚信评价相关等级分值
和权重，实施综合评估，为企业画
像，确定“风险＋信用”四级分值，
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Ａ （低
风险）、Ｂ（中风险）、Ｃ（高风险）、Ｄ
（重大风险）； 信用等级由高到低
分别为Ａ （信用好 ）、Ｂ （信用较
好）、Ｃ（信用较差）、Ｄ（信用差），
这就是“一业一评”。通过建立四
级企业主体名单， 合理设定抽查
比例和频次， 对中高以上风险和
有不良记录的企业， 依法有针对
性地加大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等
力度，实行分级分类精准监管。

通过开展诚信等级评价、重
大违法行为社会公布等制度落
实，加强建筑市场源头问题治理，
强调企业工资支付主体责任，强
化部门监管职责和属地责任，引

导企业守法诚信， 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各项制度长效发力。

《实施方案》突出主动治理、
未诉先办， 着力加强劳动保障监
察数字监管平台和欠薪预警系统
建设， 优化完善建筑工人管理服
务信息平台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
付监控功能。通过“北京金融综合
服务网”，加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联动监管，
推动部门间数据共享， 通过大数
据分析、重点指标监测等，实现在
线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主动发现
和识别风险隐患线索， 及时处置
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隐患问题。

结合工程建设领域实际 ，市
人社局制定了 《工程建设领域农
民工工资支付综合监管检查单》，
统一检查内容、方式、标准，各部
门按照统一检查单开展检查，便

于企业自查和政府监管， 这就是
“一业一单”。同时，采用“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方式，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
付联合检查，这就是“一业一查”。
还适时采取专项检查、跟进检查、
飞行检查、 交叉检查等多种检查
方式，落实全覆盖重点监管，守牢
安全底线。

《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共治监
管制度，推进欠薪问题多元共治，
对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分别制定
了针对性的工作规范要求。

从市场主体角度， 针对工程
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整合监管要求和标准， 编制并发
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合规手
册》，让企业明晰农民工工资支付
相关行为是否规范， 及时了解相
关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 这就是

“一业一册”。从监管主体角度，编
写了 《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协
调处置工作指引》，规范不同场景
的协调处置方式， 提高执法部门
对欠薪问题的处置能力和效率。

在工程建设领域， 本市全面
实施“全流程管理、全环节管控、
全周期联动”治理模式，形成源头
资金保障、中间过程结算、末端工
资支付全链条监管和保障工资支
付工作闭环。 同时， 发挥调解仲
裁、检察院、法院、工会监督等各
方面作用， 形成综合监管与多元
共治相补充的工作体系。

下一步， 本市将强化落实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事中
事后监管工作， 重点督促企业落
实工资支付主体责任， 加强源头
治理， 持续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各项制度落实落地。

本市发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综合监管实施方案》

打造“6+4”监管体系 保障农民工权益

本市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将“价费分离”
4月1日起执行

国国旗旗文文化化教教育育进进校校园园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教委获悉， “吹响新百年号角， 争做新时代先

锋” 东城区开学第一课暨国旗文化教育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市第五十五
中学启动。 三军仪仗队向东城教育系统赠送的国旗， 将在该区百余所
学校进行传递， 同时开展爱国旗、 护国旗、 讲国旗故事等系列教育活
动。 本报记者 任洁/文 东城区教育融媒体中心供图

企业参与促消费活动将获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