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近
日从东城区了解到，今年，该区将
做好美国白蛾专项防控，完成300
株衰弱古树名木复壮。据了解，东
城区园林绿化局今年计划持续推
进新建改造绿地， 建设全龄友好
公园， 打造局部林荫路和桥体绿
化，扩大公园、公共绿地文化服务
供给， 创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
社区。

今年，东城区将对朝阜路、永
外地区中轴周边实施林荫路改
造；实施柳荫公园、广渠春晓、广
渠秋韵、 蟠桃宫周边绿地及桃园
铁路沿线全龄友好公园改造提
升；推进公园拆违和打开围栏，实

施地坛先锋体育场拆违腾退，完
善全龄友好空间； 实施天坛医院
旧址和仪表二厂拆迁腾退空间绿
化，建设美术馆东侧绿地、东直门
西北角口袋公园及龙潭中湖公园
和柳荫公园2处体育公园，完成东
便门和广渠门桥区两处桥体绿
化， 推进东直门交通枢纽周边景
观配套工程， 进一步提升全区绿
化环境品质。

同时，针对明城墙、地坛、永
定门等文保单位， 东城区将深入
挖掘公园历史文化， 推动文物古
建活化利用，力争实现“公园+文
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提升公园
文化属性和服务品质。

东城将创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月3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综合组） 召开推进北京市通州
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
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场工作
会。 记者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 北京市将推动通州区与北
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
手， 纳入本市构建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重点任务， 积极会同河北方
面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北京市连续4年举办通州与
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
会，累计签约项目160余个、意向
投资额超千亿元，包括产业、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等各领域。互联互
通的交通一体化格局加快形成，
京唐城际铁路已实现通车运营，

北京首条跨省市地铁平谷线进入
全面建设阶段。厂通路加快建设，
跨潮白河大桥北京段、 河北段同
步开工建设。 区域内已建成跨界
道路10条、 跨潮白河桥梁5座，开
通跨界公交、 通勤定制快巴等20
余条。 北运河京冀段实现旅游通
航， 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设
完成。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北
京潞河中学、 北京实验学校与三
河开展合作办学，中日友好医院、
友谊医院等央属、 市属医院与北
三县医疗机构持续推进合作。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区域
通办”服务能力，实现3600余个政
务事项延伸至北三县。

今年， 北京市将充分发挥城
市副中心示范引领作用， 与河北
方面形成更加紧密的推进机制，
确保示范区开好局、起好步，更好

支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
快厂通路和跨潮白河桥建设，继
续推动轨道交通平谷线建设。协
同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加
快完善潮白河综合治理规划。继
续搭建合作平台， 办好2023年北
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
介洽谈会， 服务保障签约项目落
地实施。 推动中关村通州园等北
京产业园区与北三县重点产业园
区深化合作， 引导本市龙头企业
与北三县开展对接。 推动基础教
育、 职业教育等资源向北三县延
伸布局。 支持安贞医院、 友谊医
院、 潞河医院等与北三县医疗机
构加强合作。 推动落实京津冀营
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
议，深化政务服务、商事制度等重
点领域合作， 加强营商环境交流
互鉴。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元宵
节将至，东城区加大商超、餐饮店
等销售的元宵、 汤圆等节日食品
的检查力度，共进行了114例快速
检测，未发现不合格食品。

记者昨天跟随东城区市场监
管局东四所执法人员来到东四朝
内菜市场和顺天府第十九分店，
对元宵、汤圆开展现场检查。执法
人员检查了预包装元宵汤圆的索
证索票和进货记录落实情况，了
解进货来源。 对需冷冻储存的元
宵， 检查了是否按要求的温度储
存销售，冷冻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当天， 执法人员在现场随机
抽取了部分元宵开展快速检测，
主要检测了硼砂、 糖精钠、 山梨
酸、苯甲酸等项目。据东城区市场
监管局东四所所长马晖介绍，自
春节前夕， 东城区已经开展了元

宵节食品检查。在对预包装、散装
元宵和汤圆，糯米粉、黑芝麻等制
作元宵的原料开展检查的同时，
对现场滚粘成型、 即时售卖的元
宵也开展了检查， 重点检查现场

是否具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原料
来源是否正规、是否在保质期内，
并要求从业人员持有效的健康证
明， 规范佩戴口罩、 手套和发帽
等。 周美玉 摄

东城区抽检元宵汤圆未发现不合格食品

记者昨天在北京稻香村第十
八营业部看到，时隔三年的“现摇
元宵”再次回归。门店专门辟出加
工区，两台元宵机不断转动，开工
师傅正在一刻不停地加紧生产。
据了解，门店“现摇元宵”每天早
上8点开始制作， 最多加工量为
100箱，约2000斤左右。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现摇元宵”
再次回归老字号

京京唐唐京京滨滨城城际际铁铁路路发发送送旅旅客客2211..22万万人人次次
1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正式开通运

营满月，自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30日，累计发送旅客21.2万人
次。开通以来，铁路沿线客运站结合客流特点和旅客出行需求，不断升
级优化服务措施，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岳阳 尚玉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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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3600余政务事项延伸至北三县
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场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在全市500个乡镇 （街道） 党群
中心和妇女之家的桌上、 墙上、
门上 、 玻璃上都出现了 “驿港
湾” 的牌子， 这意味着北京市妇
女联合会为 “驿姐” “驿家” 建
设的服务阵地正式落地建成。

据介绍，“驿港湾” 覆盖本市
16个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利用全市乡镇（街道）党群中心和
妇女活动阵地， 面向 “驿姐”“驿
家”提供歇歇脚、喝喝水、上上网、
聊聊天、问问事、充充电、舒舒心、
暖意箱八项基础服务， 为新业态
从业女性打造暖心的服务场所。
其中， 暖意箱更是贴心地为 “驿
姐”准备了创可贴、暖宝宝、酒精
片面、碘伏喷雾、棉签、体温计、卫
生巾等急用物资。

为了便于 “驿姐” “驿家”
能享受到 “驿港湾 ” 的周到服
务， 每个 “驿港湾” 都配置了桌
牌、 窗贴、 墙贴， 亮出了基层妇
联主席和 “驿港湾 ” 负责人姓
名、 电话， 切实做到 “亮组织、
亮身份、 亮品牌、 亮服务”。

据了解，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从2022年10月开始， 依托全市乡
镇 （街道） 党群中心及相关妇女
活动阵地启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 “驿港湾” 建设工作。 市妇
女联合会充分发挥 “联 ” 字优
势， 将持续动员号召各级妇联组
织和社会力量， 依托 “驿港湾”
服务阵地， 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
活动和服务项目， 把服务做实、
做精、 做细， 为奋战在新业态一
线的妇女保驾护航。

北京市妇联在全市建成500家“驿港湾”

本市对民生计量器具监督检查合格率99.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
2022年，本市聚焦民生领域，完成
18059件计量器具的监督检查，合
格率99.3%。对重点消费产品开展
能效、水效标识检查抽查，共抽查
产品82批次，能效、水效符合性合
格率98.8%。

去年， 市市场监管局坚持加
强民生计量监督管理，对加油站、
眼镜制配单位、餐饮单位、集贸市
场、 商场超市等5312家重点场所
的18059件计量器具开展监督检
查，合格率为99.3%，严厉查处超
期未检定、 使用检测不合格计量

器具的行为。对微波炉、储水式电
热水器、智能坐便器、平板电视、
打印机等重点消费产品， 开展能
效、水效标识检查抽查，共检查产
品3670批次， 标识标注符合性合
格率为99.9%。此外，抽查产品82
批次，能效、水效符合性合格率为
98.8%，严厉打击虚标能效水效等
级、 虚假宣传能效水效标识等违
法行为。对糕点、酒、米、食用油、
熟肉制品、调味品、休闲食品、饮
料以及洗涤剂、 化妆品、 电线电
缆、 种子等12类定量包装商品开
展净含量监督抽查， 切实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作为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 本市在计量领域不断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和质量提升， 推进企
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
管理模式改革， 切实加强和规范
计量标准事中事后监管， 组织开
展计量标准监督检查， 检查主体
64家，计量标准317项，帮助企业
纠错3项。 此次对全市167家计量
器具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未
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抽查数字压
力计、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
二氧化硫气体检测仪、 甲烷测定
器等4类计量器具产品7批次，合
格率100%。

(上接第１版) 目前已梳理出一季
度计划开工160项市区重大项目。
除1月份开工50个项目外 ， 二 、
三月份计划开工项目110个， 总
投资近2200亿元。 其中总投资超
过10亿元的项目有13个、 总投资
超2020亿元 ， 包括京东方第6代
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线 、
2023年保障性住房项目 （打捆）
等2个总投资超百亿元的重大项
目。 此外， 还包括北建院总部、
美锦氢能总部基地一期、 奕斯伟
物联网芯片技术改造提升等高精
尖产业项目， 首钢一烧结车间恢
复性重建、 朝外大街综合改造等
城市更新项目， 亮甲店九年一贯
制学校及幼儿园新建项目， 五里
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

项目， 全球舞台剧创研与版权交
易中心、 中国杂技艺术中心等文
化领域项目， 温榆河公园朝阳段
二期、 八大处公园景观提升等大
尺度绿化项目， 碧水再生水厂热
泵供热供冷一期工程等基础设施
项目。

当前，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正
在抓紧报审2023年市重点工程计
划。 预计今年将持续发挥 “3个
100” 市重点 工 程 品 牌 效 应 和
示范引领作用 ， 集中推进100个
重大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项
目、 10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
100个重大民生改善项目， 对全
市投资支撑比例将保持在三成以
上， 以重大项目带动扩大有效投
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