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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停车管理”
本周三周四召开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邹乐）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次会议将于本周三、周四召开。
市民可于今天通过电话或网络
预约旁听会议。
会议议程目前已确定。部
分旁听议题安排如下：7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时起，听取
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机动
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的说
明和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
办公室关于审议《北京市机动
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情况
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
于北京市 2016年市级决算草
案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
于北京市 2016年市级预算执

市民可预约旁听会议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北
京市 2017年预算上半年执行
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关于北京市 2016
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
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
市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
见和建议。
7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9时起，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
“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
服务业”情况及议案办理情况
的报告及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
会的意见和建议，对市人民政
府关于“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
家养老服务业”情况及议案办
理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晨报提醒

愿意旁听会议者请电话或
上网预约登记，预约上的公民
请于会前半小时到建国门南大
街 6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
理旁听登记手续，凭身份证领
取旁听证，旁听会议。
预约时间：

7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9
时至 11时 30分，下午 2时至 6
时
预约方式：

电话预约：
请拨打 65291818
网上预约：
请登录：www.bjrd.gov.cn，
点击“公民旁听预约申请”

北京日报社与五委办局共同发起活动

46 个路口爱心斑马线邀您认领
北京晨报 讯（京报集团记
者 张 然）

为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和市民文明素养，推动“礼
在北京 让出文明——
—市民爱
心斑马线专项行动”向纵深
展开，即日起，北京日报社与
首都文明办、团市委、市直机

关工委、市交管局、市交通委
共同发起“认领爱心斑马线”
活动，46个路口爱心斑马线
等您来认领！
“认领爱心斑马线”是一项
志愿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市
民参与到礼让斑马线行动中

■认领内容
■认领路口
参与协助文明引导活动时间为每周 方巾巷路口
一至周五的 7时至 9时，17时至 19时，可 南河沿路口
根据情况任选日期及时间段。
广场西侧路口
每次参与活动需提前 3天预约。参 西单路口
与人数 3至 8人为宜，团队参加需指定 崇文门路口
领队。
东四十条路口
开展活动时需听从现场文明引导员 南礼士路南口
的指挥，注意安全，遵守秩序，文明引导。 平安里路口
■报名方式
长椿街路口
大望桥路口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报名，选择认
工体西路北口
领路口，预约参与文明引导时间。
京西路口
电话：85201874 13717613696
玉泉路口
联系人：王谌
微信：关注“路上那些事儿”，回复“单 洋桥路口
位名称 +认领路口 +联系方式”。
八里河路口

来，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出行
的良好氛围。各单位可以结合
党建、团建等活动，认领单位、
社区附近的示范路口，协助路
口文明引导员、交警等做好文
明引导活动，开展礼让出行的
宣传。

东单路口
南池子路口
南长街口
闹市口路口
宽街路口
东四路口
燕京饭店路口
厂桥路口
日坛路口
长虹桥路口
双井路口
万寿路路口
永东路口
太平桥路口
鲁谷东街北口

王府井路口
广场东侧路口
府右街路口
张自忠路口
台基厂路口
磁器口路口
官园路口
和平门路口
祁家园路口
新东路口
京东路口
西翠路路口
建银路口
北大街路口
京原路口
古城路口

简单粗暴对待信访群众将被追责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璐）

《北京市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
细则》近日公布，《实施细则》明
确，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访
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市党政领
导班子每半年、各区党政领导
班子和各市属部门及单位领导
班子每季度至少听取一次信访
工作汇报，分析信访形势。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落实重
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导致信访
问题的矛盾和纠纷。将信访工作
纳入督察范围，每年至少组织开
展一次专项督察，建立信访工作

年度考核通报制度。
各级领导干部应定期接待
群众来访。在坚持在岗接访的同
时，更多采取重点约访、带案下
访、结案回访、联合会访等方式，
协调处理疑难复杂信访问题。
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对涉
及多个责任主体需要领导协调
处理、涉及某一领域信访问题突
出需要领导关注研究、涉及挂账
的重点矛盾纠纷需要领导牵头
化解的，各级党政机关应当明确
包案领导，推动问题解决。
市信访办相关负责人解读
《实施细则》时表示，当前信访

工作失职失责行为，主要集中
在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群众纪
律、信访工作程序以及对集体
访或者负面舆情处置不当、落
实信访部门相关建议不力等方
面。据此，《实施细则》提出了应
当追责的 6种情形：例如违反
群众纪律，对应当解决的群众
合理合法诉求消极应付、推诿
扯皮，或者对待信访群众态度
恶劣、简单粗暴，损害党群干群
关系，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发生
的集体访或者信访负面舆情处
置不力，导致事态扩大，造成不
良影响的等。

昨天，“2017 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发布
了 7 月第 3 周榜单， 市民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
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
众号。

北京榜样发布 7 月第 3 周榜单

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领跑者”
建设是孟氏健康中心的开创者，多
年来坚持为老弱病残义务修脚。孟
阳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走入近百
贾利民，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个社区、特困家庭和国旗护卫队等
贾利民的创新团队在国际上首次 人群，开展健康科普并义务修脚。
系统地提出高速列车技术谱系化
的概念、技术架构和实现途径，确 为昌平电网编织安全网
保了我国持续领先的地位。贾利
常波，北京市昌平供电公司
民为支撑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战略全面 安全监察质量部主任。2014年，
时任昌平配网改造专项指挥的常
实施提供了最佳路径。
波，统筹编制工程项目达 230余
项，计划 3年间实现地区配网设
组建最早脊柱外科团队
备大换血。升任主任后，他成立了
刘海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三级安全巡检组，巡检全覆盖，同
脊柱外科主任。留德归来的刘海 比现场违章率降低 25%。
鹰组建了我国最早的脊柱外科团
队，几十年来完成超过 1万例的 舍个人安危控制火情
脊柱外科手术。他还成立了“北京
王建辉和王磊均为昌平区医
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赴贫
困地区义诊超 5000例，75位重 院保安队员。2016年 4月 8日午
时，王建辉得知医院西墙外居民楼
症患者术后康复。
着火，他和王磊使用了 8个灭火器
逐渐将火势控制住。随后二人又
修脚师的信仰传承
采取降温措施把煤气罐转移。半
孟阳，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 小时后消防员到场，认定二人立下
询中心技术传人。孟阳的父亲孟 了大功。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自主创新的“领跑者”

上半年蔬菜滞销发生 175 起
“滞销菜帮扶计划”在京启动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琳）河
北玉田的卷心菜，安徽亳州的土
豆……今年以来，蔬菜滞销难卖
的消息不断传来。据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中心统计，
仅今年上半年，蔬菜滞销就发生
了 175起，几乎超过了以往年份
全年的滞销菜数量。昨天，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最美菜公益基金联合
共青团美菜网委员会，共同发起
了滞销菜帮扶计划公益项目，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美菜网、新发
地、超市发、华润万家等 9家单位
成立了“滞销菜帮扶联盟”，将合
力助销滞销农产品。
滞销菜帮扶联盟成员、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中心
的数据库研究显示，2001年至
2012年，12年间全国发生蔬菜滞

■相关新闻

销事件共计 622件。而 2013年至
2017年 6月，4年半的时间，发生
蔬菜滞销的事件为 1612起。蔬菜
滞销事件发生的频率成倍增加。
昨天启动的滞销菜帮扶计
划，美菜网将联合行业内各大商超
和批发市场，搭建助农惠民的信息
平台，为滞销农户拓宽销路。未来
美菜网商城大数据中心将对百万
家餐饮商户下单规律和市场走势
进行分析，为菜农提供次年种植指
导意见，尽最大努力避免农副产品
种植养殖“扎堆”“、滞销”的困境。
滞销菜并非次品，而仅仅是因
为销售渠道不畅，无法抵达城市端
餐桌的农产品。市民可以在联盟单
位超市、市场中，以公益价格购买
滞销菜品；餐厅商户可以通过美菜
网以公益价格购买滞销菜菜品。

鲜食玉米等您来投票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肖丹）第
3类 19个优质高端鲜食玉米品种
三届北京鲜食玉米节日前在小汤 （10个超甜玉米品种、6个糯玉米
山特菜大观园开幕，市民可通过 品种和 3个甜加糯玉米品种）集中
品尝，投票选出最喜爱的鲜食玉 亮相。在参展品种中，北京市农业
米品种。市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 技术推广站与北京宝民种业联合
站今后将根据票选情况，重点向 选育的京白甜 456、北京宝丰种子
农民推荐种植。
有限公司选育的黑宝等最新育种
本届鲜食玉米节精心筛选出 成果均为第一次在北京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