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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积压快件全部派送完毕
花园桥站点经营不善被接管 北京其他区域快件派送正常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琳）近
日，有网友在贴吧贴出了自己在
圆通花园桥站点拍摄的一张照
片，照片中大小快件被杂乱地扔
在地上。这位网友称自己有 8件
快件在北京花园桥站点停了半个
多月，一直没有找到，去该站点
后发现，有几万件堆压。随后，圆
通“快件积压、欠薪、倒闭、大面
积走人”等传言在网络上开始蔓
延。昨天，圆通速递相关负责人
向北京晨报记者回应称，圆通花

园桥站点确实经营不善，在此之
前已被圆通华北管理区监控，并
于 2月 10日派遣专人善后调
整。而圆通北京区域其他站点的
快件派送正常。
这位网友在贴吧发帖的时
间是 2月 11日晚间。圆通速递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事实上，在
此之前，花园桥站点经营不善的
情况已经被圆通华北管理区监
控，并于 2月 10日派遣专人善
后调整。随后，圆通速递北京运

转管理部和网管部组织了 40余
人的团队赴花园桥站点解决问
题，将积压的快件转移到了新场
地，并组织人员分拣、派件，“ 所
有积压件 17日全部派送完毕，
并保证在此期间新到快件每天
都能正常派送。
据介绍，圆通速递与花园桥
站点之间是加盟关系。目前圆通
速递北京区域的快件派送正常进
行。上述负责人表示，春节之后，
电商快件大量发货，加上日常快

人类起源展
人类从哪里来？ 恐龙都有哪些种类？ 昨天，《我们从哪里来——
—宇宙与生命历程》主题展览在中国科
技馆开展。 观众不仅可以了解地球科学知识，一览生命进化传奇，还可体验先进的 AR 展示技术和丰富
多彩的科普互动课程。 展览共设 5 个主题互动区、6 个主题展区，其中不乏小朋友喜爱的恐龙主题展。
北京晨报记者 王颖 / 摄 吴婷婷 / 文

东城 35 处低洼院落年内完成改造
东城区今年拟办 22 件实事 新增 10 所幼儿园 1500 个学位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萍）昨
天，东城区公布今年拟办的 22件
实事，内容涵盖营造安全宜居环
境、方便市民出行、提高为老助残
服务水平、丰富文化体育生活、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等五方面。其中，
35处低洼院落将告别雨季积水、
坑洼不平，在年内完成改造。

修缮 1500 户危旧平房

“天上下雨，地下养鱼”，这是
居住在低洼院落里的居民几乎每
年夏季都会经历的情景。今年东
城区就将低洼院落的改造放在了
22件实事的首位，将完成 35处
低洼院落改造和 1500户危旧平
房修缮任务。
同时，今年东城区将在 12个
平房集中的街道推行物业管理服
务模式，选定试点片区，实现平房
区交通秩序、环境秩序、经营秩序
明显提升。

重点实施长安街沿线东城
段、东交民巷和前门东大街、故
宫周边、崇文门西河沿周边和
隆福寺地区周边的环境提升工
程，完成 151条胡同环境综合
整治。
东城区还将为实施“煤改电”
十年以上的居民户更新电采暖设
备。对 30座设施设备损坏、老化
比较严重的公厕进行修缮改造。
继续加强垃圾管理，主要大街垃
圾不落地覆盖率达到 100%。完成
屋顶绿化 1.2万平方米，创建 1个
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1个花
园式单位。

区内私装地锁清理力度。积极推
进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管理，完成
全区 56条停车示范街建设。
东城区还将完成 100户家庭
适老化改造。启动区级居家养老
指导中心建设，新建 17家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并加强运营管理。促
进残疾人就业，新安置残疾人就
业 200人。完善残疾人综合服务
设施，推动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建
设。为 450名中重度残疾人提供
居家与日间康复服务，为 1000名
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服务。

5 处堵点交通优化

今年，东城区将确保本区生
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低于
95%，“零就业家庭”动态保持为
零，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以
内。继续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新增 10所（址）幼儿园、1500
个学位，进一步缓解入园难。

在方便市民出行方面，东城
区将对夕照寺街、王府井西区、小
街桥下路口等 5处堵点进行道路
交通优化，在符合条件的胡同实
现单侧停车全覆盖，加大胡同、小

新增 10 所幼儿园

件的正常收发，恰好和节后部分
员工未及时返岗叠加，对局部区
域的快件派送时效性产生影响，
一些区域内快件有延误，但随着
元宵节后快递员陆续到岗，快递
派发的时效性将有保障。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春节
期间快递延误或派送不及时比
较常见。市民张女士表示，已经
连着有五六个快递都被中通快
递员直接扔到丰巢快递柜里，
自己明明在家，快递员也没有

敲门，“ 这种现象在春节前从未
有过”。对此，中通快递相关负
责人表示，春节后头几天快递
员人手确实不足，不过现在基
本都回来了，快递业也将进入
节后的正常运营。此外，有消息
称，春节后大量快递员转行送
外卖。对此，记者从部分快递企
业了解到，确实有快递员转岗
送外卖的现象，但“现在还是极
个别的情况，大批量转岗的情
况并没有出现”。

本市首次关停涉黄直播平台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
魅社区”从事网络直播业务，
实际经营地址与注册、备案
丰） 昨晚，号称拥有海量美
女、主播福利天天有的“夜魅 地不符，相关视频利用云平
社区”已无法登录，其因被举 台存储，未存储在实际经营
报直播表演中含有淫秽色情 地，给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了
等违禁内容，被执法机关依 较大困难。今年 2月初，执法
法责令关闭。北京晨报记者 人员最终查明该涉案单位位
了解到，这是本市因涉黄关 于海淀区北太平庄路某小区
一出租房内的实际经营地，查
闭的首个网络直播平台。
据市文化执法总队相关 实多名主播在从事网络直播
负责人介绍，今年 1月，总队 表演中含有淫秽、色情等禁止
陆续接到群众举报，称“夜魅 内容，涉案金额巨大。
社区”平台存在色情表演等
2月 17日，执法机关依
违法行为，要求行政机关予 法责令该平台关闭。目前案
以查处。接到群众举报后，市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对情
文化执法总队会同朝阳区公 节严重的涉案主播将依法追
安分局网安大队，迅速组织 究刑事责任，对相关责任单
执法人员对北京久通在线科 位将进行行政处罚。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
下一步，市文化执法总队
手机 APP客户端 “夜魅社 将组织开展北京属地网络直
区”进行执法检查。
播平台网络表演经营活动专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 项执法检查，重点整治涉嫌存
该单位利用 APP客户端“夜 在色情表演等违法行为。
新媒体人才首获高级职称
资格评价工作，以及首次数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
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中级和
丰）昨天，首批 65人获得数
字编辑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 初级考试工作，参加首次考
格。2016年，本市首次组织数 试和评审的人员涉及数字新
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 闻编辑、数字出版编辑、数字
作，今后，新媒体领域的专业 视听编辑等不同领域，涉及
人才也可以参与评定职称了。 央企、市属国企、民企等各种
据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相 类型企业。
首次获得数字编辑专业
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数字
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 65人，
是新媒体领域人才评价工作 普遍年轻，平均年龄 40岁；来
的创新，是北京市职称改革 源广泛，其中 38人来自非公
的重大成果，在全国开创了 经济，约占全部通过人员的
为数字编辑人员设立专属职 60%；学历层次高，具有海外留
学经历比例高，基本都是业界
称的先河。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 顶尖人才。值得一提的是，高级
本市 2016年度成功举办了 评审一次 65人通过，这也超
首次数字编辑高级专业技术 过了传统行业的通过人数。
昌平成立 500 亿元发展基金
设发展基金。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
琳） 昌平区政府与相关金融
昌平区委常委、副区
机构日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长苏贵光表示，通过建设
协议，成立城市建设发展基 发展基金这个平台，昌平
金，共募集金额 500亿元， 区政府将投入 100亿元，
主要用于未来科技城、保障 撬动社会资金 2500亿元，
性住房、基础建设、公共服务 打通了昌平“十三五”期间
等。这也是目前北京市各区 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融资
正式签约体量最大的城市建 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