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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两便民综合体节前开业
过年期间“不打烊” 菜价只比新发地批发价高 10%

大风刮落保温层 年前将修复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
者 田杰雄）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萍）再
也不用担心春节假期时买不到新
鲜蔬果了，昨天，前门地区两处便
民服务综合体正式开门迎客。综
合体的服务半径能够覆盖整个前
门地区，瓜果蔬菜、米面粮油、肉
蛋水产一应俱全，基本可以满足
辖区居民的购物需求。
在位于珠市口东大街的“悠
惠万家”便民店里，一大早便热闹
非凡，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整齐
地摆在货架上，各种节日必备的
干果、零食也琳琅满目（如图）。一
位来买菜的老人说，自己就住在
附近的草厂四条，走路过来 5分
钟就到。“菜不贵，还新鲜。听说过
年也不关门，这太好了，省得买一

堆放家里存着，这样每天遛个弯，
家里人就能吃到新鲜菜了。”
作为“悠惠万家”便民服务综
合体的管理方，奥士凯连锁公司
副经理常俊明说，为了能在春节
前开门、不耽误居民办年货和春
节期间的购买需求，便民综合体
经过了 20多天的紧张抢工期。
这里的经营面积 509平方米，一
共划分了六大区域，包括蔬果生
鲜、粮油副食、调料、酒水饮料、休
闲食品等。过了春节，还准备增加
扦裤边、家政服务、修理配钥匙、
复印打字等便民服务项目。同时，
位于东城区崇文门西河沿甲 177
号的西河沿店也开张营业。
常俊明说，这两家便民服务

综合体的菜价基本只比新发地的
批发价高 10%左右。北京晨报记
者了解到，东城区对菜价出台了
政府指导价，每天的指导价都会
根据新发地的批发价格浮动。
“这两家店的菜价绝不高于政府
公布的指导价，如果菜价高出了
限制，电脑系统就无法输入导致
无法结账。”
为了让居民能买到新鲜的商
品，便民服务综合体在春节期间
将“不打烊”，只不过适当缩短营
业时间：大年三十下午 5点结束
营业，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的营
业时间为早晨 8点开门，下午两
点结束营业。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回乡火车上领回被欠工资
房山法院首次尝试远程视频核实申请人身份信息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何欣）对
于李先生来讲，今年的回乡路上
满满都是惊喜。坐在火车上的他，
接到房山法院执行局法官的视频
通话，仅仅几分钟，在核对完身份
后，他将很快拿回被拖欠了近半
年的工资。昨天上午，房山法院执
行局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远程
视频技术，1小时内核实了 15名
申请人信息，让他们在春节前拿
回了欠薪（如图）。北京晨报记者
了解到，通过视频核实信息在网
上给申请人发执行款，在本市属
于首次。
去年 9月，李先生等 15人
同被北京某科技公司解除了劳动
合同。因双方对工资及补偿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李先生等 15人
申请了劳动仲裁。经调解，双方达
成协议：北京某科技公司于今年
1月 10日前分别向李先生等人
支付工资共 17万余元。协议达
成后，该公司却未履行支付义务。
1月 11日，李先生等 15人向房
山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该
公司已搬离原办公地点，注册地
也未查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更

前几日北京持
续大风天气，朝阳区团结湖
一二条北小区内一居民楼
的保温层被大风刮落。北京
晨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居民
楼下百余平方米的空地被
警戒线圈起。团结湖房管所
表示，将在农历新年前修复
保温层，恢复区域通行。
昨日中午，记者到达团
结湖北口 4号楼西侧，看到
楼下有一二百平方米的区域
被警戒线包围，空地上原有
的车位上空无一物，相隔不
远处有些许细碎的墙皮保温
层，再往前走几步可见散落
在地上的车辆雨刷。一位附
近居民称，2月 11日大风把
4号楼外墙保温层吹了下

来，
“当时还砸坏了楼下的汽
车，幸亏没砸到人。”记者顺
着居民手指方向看去，确实
可见 4号楼 9层上下位置的
外墙保温层不见踪迹，露出
了楼体内部橘黄色的墙面。
团结湖一二条社区居
委会表示，警戒线并非居委
会围起，该楼应由朝阳区房
屋管理局第五管理所负责。
昨日下午，第五房管所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
避免意外给行人造成安全
隐患或再次砸伤车辆，因此
暂时用警戒线包围了现场。
工作人员称，2月 12日，他
们已联系维修人员负责维
修，“这两天就会修好，确保
年前恢复道路通行。”
线索：马先生

网上找家政 被骗800元
北京晨报热线新闻（首
席记者 张静雅）

昨天，市民
李先生向北京晨报记者反
映，他在网上找到一家家政
服务公司，添加微信后预约
了保洁服务，并缴纳了 800
元。到了约定时间，保洁员却
迟迟不上门，拨打预留电话
也无人接听，而且商家将其
微信拉黑。目前，李先生已经
报警。
李先生告诉记者，4天
前，他在网上找到一名叫“爱
家爱洁”的家政服务公司。
“年前保洁员都非常难约，我
找了几家保洁公司，都说没
人手，所以我才在网上找了
这家陌生的公司。”李先生通
过电话联系上公司的工作人
员后，添加了一个微信号码，
并通过微信预约了服务。
“我
先约了 11日晚上 8点多。
但微信上先显示预约成功，
但很快又有客服给我发信

息说预约失败，我只能改在
12日早上。”之后，李先生在
微信上付了 800元，约了 3
个小时，并收到了一个保洁
员的电话号码。
“网上标价是
每小时 200元，但客服说年
前加价，一共要 800元，我
虽然不愿意，但为了年前大
扫除还是买了。”
李先生告诉记者，在 12
日早上，他始终没有等到保
洁人员。“我给保洁员打电
话，被告知无法接通。再给公
司客服发微信，却发现我已
经被拉黑，而网上的预约电
话也没人接了。”记者从聊天
记录中看到，李先生支付
800元后被拉黑。
记者在网上搜索并拨
打该家政公司的电话，也一
直无人接听。记者又添加李
先生所提供的微信号，始终
无人通过验证。目前，李先生
已经报警求助。线索：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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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现该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基于此，1月 25日，执行
法官将该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强
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仅仅
3天后，远在深圳的强某发现自
己无法购买回京机票和高铁票，
迫于失信惩戒的压力，强某主动
与执行法官取得联系。2月 6日，
强某回京后主动来到法院，将全
部案款汇入了法院账户。
当执行法官与李先生等人
联系打算发还案款时，却得知多
数人已经返乡。时间临近春节，
为了尽快将执行案款发还申请
人，并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诉

讼成本，房山法院执行局在经过
研讨后，决定启用执行局官方微
信“北京房山法院执行局”视频
接待室，尝试利用微信视频远程
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及案款发
还信息，保障 15名申请人在春
节前拿到执行案款。
除了在火车上的李先生，其
他申请人有的在去探亲的汽车
上，有的在老家中的卧室，上午
10点半，一个小时，15起执行案
的申请人信息全部核实完毕，案
款也很快以转账的形式全部发
还完毕。
何欣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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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工商分局“三项提高”
做好春节前夕安全生产工作
一是提高认识，及早动员。专门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要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二是提
高标准，加强监管。分工协调，责任到人，加强对宾馆、网吧、
重点企业以及商场、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内无照经营
行为的检查。同时配合安监、环保、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做
好烟花爆竹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严防无证照销
售烟花爆竹的行为。三是提高站位，强化责任。积极立足本
职，提高政治站位，建立节日期间安全生产预警制度，坚持
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局领导带班制度，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