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交所发布政府债券交易业务规则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交通委获悉， 春运返程
阶段， 为做好首都机场和大兴机
场旅客夜间接驳出行服务， 本市
开行4条夜航巴士线路。首都机场
夜航巴士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
前门、 公主坟以及北三环和西三
环沿线的多个重点区域； 大兴机
场夜航巴士覆盖刘家窑、北京站、
双井、三元桥、望京、公主坟、花园
桥、德胜门、雍和宫、东直门以及
东三环、 西三环和北二环沿线的
多个重点区域。

据介绍， 夜航巴士每天23时
开始运行， 全部线路均运行到末

架次航班结束后， 确保每一名到
达机场的旅客都能够安心乘车。
根据客流密度灵活调整发车时
间，客满随时发车，高峰时段发车
间隔为10至15分钟。

除了夜航巴士，2月1日至2月
15日， 首都机场增加夜间春运临
时保障专线，覆盖三元桥、国贸、
双井等重点区域。此外，机场巴士
还加密了日间市内巴士的发车班
次，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好体验。

出租车方面， 本市交通部门
组织出租运营企业对两大机场进
行分场“保点”，加大夜间23时后
出租车运力组织和引导。一方面，

提前督促出租车调度站圈车，及
时向线上微信群发布信息； 视调
度站运营情况，联系交通广播，发
布出租车需求信息， 引导出租司
机到场运营。另一方面，协调网约
车平台，对机场约车优先派单，并
调派机场周边网约车前往停车场
网约车上客区，接单疏运旅客。

轨道交通方面， 重点加强直
接接驳机场的大兴机场站、T2航
站楼站 、T3航站楼站的运营组
织，保障乘客出行。同时，地铁首
都机场线和大兴机场线做好突发
情况下的应急运力准备， 及时开
展延时运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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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近日召开的首都地区文明办主任
会议上了解到，新的一年，北京将
打好创城收官战，在“文明城区创
建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落实上下
功夫。

“北京榜样”主题活动开展已
有9个年头，全市选树了一批群众
认可、社会呼唤的榜样人物，营造
了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文明风
尚。今年，本市将继续开展“2023
北京榜样”主题活动，壮大北京榜
样队伍，扩大子品牌数量，放大北
京榜样品牌效应。同时，组织开展
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和首都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以及“中国好
人榜”和“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活
动，发挥好榜样作用，带动更多身
边人向上向善。

今年是深化文明城区创建三
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 北京将

把顽症痼疾、 短板弱项作为着力
点和突破口，破点带面，狠抓路口
礼让、门前三包、堆物堆料、有序
停车等专项整治， 推动全市创建
水平整体提升。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首都文
明办主任滕盛萍介绍， 专项文明
创建活动将持续深化， 要深化文
明村镇创建， 督导72个全国文明
村镇完善创建台账； 深化文明单
位创建， 引导文明单位履行社会
责任，带头开展文明交通、光盘行
动、门前三包、爱国卫生运动等创
建活动；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推进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深化文明校
园创建， 不断提高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水平。

“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 ”被列
入冬奥文化遗产， 专项整治行动
会持续深化。滕盛萍说，要发动全
市 “公务员”“公务车”、 公交、出

租、客运、外卖快递等重点行业企
业带头做榜样， 引领社会各界参
与专项行动。 持续开展示范路口
测评及社会效果调查， 扩大市区
两级示范路口创建规模， 加大执
法管理和文明引导力度， 曝光不
文明行为， 推动形成文明礼让共
识。

新的一年， 北京还将完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三级体系， 健全市
区联动机制， 推动市级优质资源
下沉基层，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打造成传播创新理论的大众平
台、 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高效便捷
载体。

滕盛萍介绍， 北京将发挥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平台作
用，探索更多“为群众办实事”直
达路径，用好“点单派单”精准服
务机制，借力 “12345接诉即办 ”，
回应群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

新建5G基站1万个以上

新华社电 1月31日， 《关于
北京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对外
公布。 报告提出将加快构建具有
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同
时公布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十
方面主要任务。

此次公布的十方面任务是：
着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深

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着力推
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推
动“两区”制度创新落地见效，全
力打造改革开放 “北京样板”；着
力促进数字赋能城市、 产业、生
活， 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
城市；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经济发
展内生动力； 着力推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 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坚

定迈进；着力为群众多办实事，在
更高水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着
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促进
经济社会加快绿色转型； 着力探
索构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
系，努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着力
守稳守牢安全底线， 全力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 北
京将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 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

发展， 着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
圈。 其中， 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业
企业100家以上， 环京地区通勤
圈将深度融合。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
面， 北京将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力争在人工智能、 区
块链、 量子信息、 网络安全等领
域取得更多创新应用成果。

北京还将集中开工一批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 补齐公共服务、

城市运行等领域短板。 其中， 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将新开工300个、
完工100个， 老楼加装电梯开工
1000部、 完工600部。

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战
略需求， 北京将纵深推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 新建5G基站1万个
以上， 系统推进新一代数字集群
专网、高可靠低延时车联网、工业
互联网、 卫星互联网和边缘计算
体系等建设。 推进6G技术研发。

大兴区15个市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北京将打好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收官战

(上接第１版)
需要注意的是， 档案证明事

项是依据档案记载内容如实出具
的。 如果用人单位的证明事项
需求超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
构职能范围， 或在档案中确无相
关记载的， 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
构将仅出具档案存放证明 。 同
时 ， 用人单位可不用再自制各
类证明表格 ， 仅需提供证明需
求， 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将依
据档案记载， 结合证明事项清单
上的内容， 出具规范统一的证明
信。

除在本市18家人力资源公共
服务机构 （包括市公服中心和17
家区级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
可线下办理出具证明服务外， 存
档人员还可在网上申请开具证明
信。 通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 障 局 官 网 （ http://rsj.beijing.
gov.cn/）、 “北京人社” 微信公
众号、 “北京人社” APP网上申
请开具证明信服务。 其中， 存档
证明和申领福利补贴证明还可以
“全市通办”， 办事群众可就近就
便到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办
理， 或者就近选择具有政务服务
局自助终端机的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自助开具。

为提供更加全面、 准确、 快
捷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 本
市鼓励用人单位和个人及时将反
映本人政治面貌、 工作经历、 职
业资格、 职称、 评聘专业技术职
务、 年度工作 （业绩） 考核、 入
选重大人才工程 、 获得重大奖
项、 重要社会兼职及违规违纪违
法处理处分等材料归入个人档
案， 不断丰富人事档案内容。

北京发布2023年十方面任务

狠抓路口礼让等多个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本市
印发实施 《北京市突发事件救助
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修订后
的预案重点针对成员单位职责、
响应启动条件、 分级响应措施和
灾后救助实施进行了调整完善。
今后，应急救助将按危害程度、波
及范围、 需救助人数等细分为四
级响应， 而事发单位和街道 （乡
镇）、社区（村）是突发事件应急救
助“第一响应人”。

预案明确， 突发性自然灾害
发生后，区应急局应在灾后2小时
内将本行政区域内灾情和救灾工
作情况向区政府、市应急局报告；
市应急局在接报灾情信息2小时
内完成审核、汇总，并向应急管理
部和市委、市政府报告。灾情稳定
前， 区应急局都执行灾情24小时

零报告制度。 区应急局每日10时
之前向市应急局报告灾情。 市应
急局每日12时之前向应急管理部
和市委、市政府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后， 事发单位
和街道（乡镇）、社区（村）作为突
发事件应急救助 “第一响应人”，
应做好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
活救助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确
保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有水
喝、有病能医。

针对本市发生的突发事件可
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
响力大小、需救助人数等情况，本
市应急救助响应级别由低到高设
定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因自然灾害死亡或可能死亡
20人以上； 因自然灾害或自然灾
害风险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

活救助5万人以上；因自然灾害倒
塌或严重损坏房屋7000间或2000
户以上； 因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
缺水等生活困难， 需政府救助人
数10万人以上……出现上述情况
之一时，将由市应急委启动“一级
响应”。市应急局将会同市财政局
及时下拨市级专项生活救助资
金， 会同市粮食和储备局及时为
灾区紧急调拨市级救灾物资，并
指导、监督发放救灾款物。同时，
启动天津和河北协同保障应急响
应，就近为灾区调运救灾物资。

预案提到，在灾情稳定前、后
及各个阶段， 按照相关市属专项
应急指挥部统一安排， 提供包括
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和灾害救助工作动态及成效、下
一步安排等情况在内的信息。

本市突发事件应急救助细分为四级响应

新华社电 近日 ， 北京证券
交易所发布并施行 《北京证券交
易所政府债券交易细则》， 明确
了交易债券范围、 参与主体、 交
易方式等事项。 在各项准备工作
全面就绪后， 北交所将正式启动
政府债券交易。

据了解， 北交所于2022年7
月29日启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业
务， 于同年9月2日启动国债发行
业务 。 截至2023年1月30日， 北
交 所 累 计 服 务 政 府 债 券 发 行
11422.38亿元， 实现了政府债券
常态化发行。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
功能， 北交所积极推进政府债券
二级市场建设工作， 并制定了政
府债券交易细则。

此次发布的政府债券交易细
则明确了交易债券范围， 北交所

与中央结算公司合作开展政府债
券交易结算业务， 托管在中央结
算公司的政府债券及北交所认可
的其他交易品种， 可以通过北交
所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在参与主体方面， 北交所不
增设市场准入条件， 已在中央结
算公司开立债券账户的投资者，
即可以参与北交所政府债券交
易。 投资者参与交易前， 需向北
交所申请开通债券交易平台的交
易权限。 在交易方式方面， 北交
所优先推出现券协商成交方式，
后续再逐步进行完善和丰富。

北交所表示， 自政府债券交
易细则发布之日起， 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即可依规则开展内部准
备、 申请交易权限、 参与测试等
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伴随
着工程机械一同鸣笛， 大兴重大
项目建设喜迎 “开门红”！ 1月31
日上午， 2023年大兴区第一批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永兴河第
二再生水厂项目现场举行， 标志
着2023年大兴区第一批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

据介绍， 2023年， 大兴区纳
入 “3个100” 市重点工程14个，
总投资约138亿元。 纳入全市一
季度集中开工项目共15个， 总投
资约160亿元， 预计支撑全年投
资55亿元。 本次第一批集中开工
的市区重大项目包括永兴河第二
再生水厂 、 西红门第二再生水
厂、 区级饮用水源调整水源井井
房、 枣园小学扩建工程、 采育镇
凤河绿道等， 均具有较强的影响
力和区域带动性， 投资示范效应

明显。
记者了解到，2022年，大兴区

建立了“抓新开、抓续建、抓增量、
抓储备”工作制度，逐个项目过筛
子 、倒 排 工 期 ，狠 抓 重 点 项 目
落地，形成“部门+属地 ”双责任
主体调度机制， 深入挖潜投资增
量，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同比增长
3.9%， 建安投资和设备器具购置
投资合计占比高达50%， 为经济
良好运行做出重大支撑。

2023年， 大兴区将围绕临空
区、 新城西片区、 商业航天基地
等重点区域， 聚焦产业、 基础设
施、 民生短板等重点领域， 大抓
项目 ， 抓大项目 ， 健全推进机
制， 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服务保
障， 不断提升重大项目建设能力
水平， 进一步巩固该区高质量发
展态势。

北京两大机场开行4条夜航巴士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