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记者近
日从东城区获悉， 今年该区将雍
和宫桥区作为试点， 开展慢行交
通提升改造， 形成以发光提示系
统为基础的桥区慢行安全体系。

据了解， 东城区将在雍和宫
桥建设“智能发光斑马线”，在桥
下东、西、北侧三条斑马线上安装
发光地砖， 夜间自动点亮并与交
通信号灯同步， 可以在夜间、雨
雪、雾天醒目提示行人过街位置，

明确人行横道通行权和通行时
间，提高“礼让斑马线”的警示作
用。同时“发光斑马线”的视线角
度可保证驾驶员对其 “见光不见
色”，避免对机动车的影响。此外，
还将实施行人过街改造， 针对桥
区路幅较宽、 行人过街穿行耗时
长等问题， 将桥下原有的保障机
动车优先通行模式调整为慢行优
先通行，设计行人二次过街方案，
提高通行效率和安全性。

东城区雍和宫桥将试行慢行安全体系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日
前， 通州区消费者协会发布2022
年上半年消费投诉报告， 上半年
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区消协
通过12345、12315和96315三个平
台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1100件，售
后服务、虚假宣传、产品及服务质
量、合同纠纷、网络消费、食品安
全、 教育培训及家用电子电器是
城市副中心上半年投诉热点。

报告显示， 通州区消协今年
上半年共受理7228件售后服务问
题，投诉占比34.25%，其次是针对

虚假宣传3734件、 产品质量3256
件和合同纠纷2091件， 分别占比
17.7%、15.43%和9.91%。上半年售
后服务问题投诉数量有明显增
多，同比上升了13.66%，主要表现
在商家没有按照承诺提供配套设
施等售后服务；商家故意拖延、逃
避、 无理由拒绝或不履行三包义
务；维修后的商品仍然出现问题，
商家拒绝再次履行三包义务等。

除售后服务问题外， 虚假宣
传问题仍然突出， 商品服务及质
量问题投诉数量增长了10.02%，

合同纠纷问题与售后、质量问题、
网络消费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教
育培训问题比较集中， 同时电子
电器投诉数量上涨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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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两区”建设两周年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两年来，东城区累计
入库项目273个，其中外资项目44
个，占比16.1%，落地项目190个 ，
累计实现项目资金613.3亿元。

“两区”建设以来，东城区拓
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 设立总规
模10亿元的“文菁”文化+产业基
金，成立文化投资联盟，吸引示范
区文创专营支行落户， 增加文化
产业金融供给。同时，东城区园区
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区” 建设以

来，隆福文化街区修缮更新、蘑菇
车联、国网英大东西帮扶基金、北
京新电壹号股权投资基金等重点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

走进隆福寺园区， 这里有美
术馆、精品书店、特色餐饮等多家
“网红”打卡店，成为年轻人、时尚
潮人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作为“两
区”建设的重点园区，隆福寺园区
项目分三期进行改造 ， 一期于
2019年8月运营，目前已成为多种
业态于一体的文化创意园区。

东城区加快 “两区” 政策落

地。记者了解到，包括支持隆福寺
地区打造高质量的艺术品服务平
台、 落户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
范区支行、 优化影视作品审查流
程、支持申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
节目许可证” 等东城区先行先试
“两区”政策均已落地，政策红利
叠加生效，发展动能直达企业。

东城区还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其中，全国首创在东城区建立
商务楼宇诉调对接工作站， 全市
首个文化产业园区“放管服”改革
场景成功落地东城。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王星宇）记者近日从昌平区获
悉， 由昌平区水务局牵头的温榆
河公园昌平段（二期）建设工程将
于10月底开工。 该工程建设地点
位于未来科学城及歇甲组团东
侧，总建设面积105.7公顷。

温榆河公园昌平段（二期）建
设工程在延续一期科普基地功能
的基础上划分了 “碳中和花园”

“中国样本”“生态森林”“室外课
堂” 和 “生态营地”5个主题功能
区，将继续围绕“碳中和”主题，打
造从感知到实践的 “碳中和主题
公园”， 探索绿色生活方式引导、
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双轮驱动的
“新型生态空间”建设模式。 该工
程预计2024年上半年陆续向市民
开园， 届时将为周边居民提供一
处低碳休闲绿色空间。

温榆河公园昌平段（二期）工程10月底开工

累计实现项目资金613.3亿元

刷“卡”购药
从9月1日开始， 北京医保参

保人员个人账户实行定向使用。
记者昨天在西单金象大药房看
到， 可以刷社保卡购买的药品都
被贴上了 “个账商品” 的蓝色标
签， 顾客一目了然。 目前， 在医
保定点零售药店刷社保卡购买药
品， 使用过程十分方便。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兔兔年年贺贺岁岁银银条条首首发发
昨天，北京市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全国首发2023癸卯（兔）年

贺岁银条。该贺岁银条规格共计六种：1000克、 500克、200克、100克、50
克和15克，本套银条采用镜面、浮雕、喷砂等先进工艺，既具有收藏投资
价值， 又具有艺术观赏价值。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增加早晚高峰车次 延长高峰运营时间 加开临客

本市公共交通增加运力服务市民绿色出行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从市交通委获悉， 9月19
日至25日 “公交出行宣传周” 期
间， 本市公共交通企业通过增加
早晚高峰车次、 延长高峰运营时
间、 加开临客等措施强化运力调
配等方式， 更好地服务市民公交
出行。

根据交通运输部、 中华全国
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通
知， 本市开展9月 “绿色出行宣
传月” 和 “公交出行宣传周” 主
题宣传活动。 宣传周期间， 地面
公交采取增加早晚高峰车次、 延

长高峰运营时间、 增配机动车、
加发快车等措施， 重点对28条大
客流的骨干线路增加运力投入，
早晚高峰平均发车间隔缩短1至2
分。 54处区域调度中心加强远程
调度， 对道路拥堵、 车辆满载、
行车间隔等进行实时监控 ， 在
240余处场站安排备车600余部 ，
根据客流出行特点及时加入线路
运营 ， 减少乘客候车时间 。 此
外， 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严格按照
运营计划组织列车正点开行， 密
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 适时加开
临时客车、 延长运营时间和采取

分流限流措施。
本市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战略， 持续加大投入。 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里程从2012年442公里
扩展至783公里， 线路覆盖12个
行政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域内市郊铁路由2012年73公里
增至365公里， 轨道交通线网总
规模1148公里。 地面公交运营服
务水平持续提升， 线网布局不断
优化， 公交专用道总里程达1005
车道公里， 95%以上常规线路实
现区域智能调度， 车辆准点率提
高25%。

东城区“两区”建设已落地项目190个

售后服务、虚假宣传等成为投诉热点

北京拟再推荐24项创新型绿色技术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本市持续推动创新型绿色技术征
集遴选发布推广工作。在今年5月
首批推荐7项节能及能效提升领
域技术基础上， 近期拟再推荐24
项技术，目前正在开展公示。

据了解，近期，市发展改革委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对固体

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 塑料污染
防治、土壤污染治理、防止食品浪
费等4个领域申报技术开展了评
审。经书面材料初审、企业答辩、
专家集中评审、相关部门合议，拟
将24项技术纳入本市创新型绿色
技术推荐目录， 现面向全社会进
行公示。

拟进入推荐目录的技术来自

本市23家企业， 其中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18家，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
业共16家，北京市“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共10家。下一步，经公示无
异议后，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将正式发布推荐目
录，后续将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
按照政策加大对相关技术的示范
应用、检测评价等方面支持。

平平谷谷严严查查计计量量器器具具违违规规使使用用行行为为
近日，平谷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计量器具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秤是否经过计量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是否
存在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情况。检查发现，电子秤有10台未经检定、4
台超期未检，涉及的14家商户被立案查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通州区玉桥街道柳岸方园社
区党支部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流动党支部举行 “支部联支部
骑士联住户”共驻共建合作仪式。

仪式上， 双方负责人共同为
新业态友好服务地图揭牌。 地图
上绘制了楼栋、单元门、充电桩、
核酸检测点、暖心驿站等点位，设
计了分拣区、流动应急点等区域，
帮助 “玉见骑士” 摸清 “社区脉
路”，提升工作效率。柳岸方园党
支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流
动党支部相关负责人共同签订了

《共驻共建合作协议》， 包括共筑
组织基础、共促队伍建设、共谋业
务发展等方面内容， 通过组织联
建、队伍联抓、资源联享、工作联
动等措施，形成结对互助。

不仅党支部间结对共建，“玉
见骑士” 与柳岸方园社区老年居
民间也结对互助。 仪式上，“玉见
骑士” 与老年居民共同签署了爱
心结对牌， 让爱双向涌动。“非常
感谢‘玉见骑士’，不仅教会我怎
么用手机寄快递， 还告诉了我很
多关于养老诈骗的知识， 太贴心
了。”社区居民代表徐国营说。

玉桥街道“玉见骑士”与老年居民结对互助

通州区发布上半年消费投诉分析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