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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5条重点大街明年完成“整容”
东华门大街将改造成古都风貌的商业街，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将恢复成具传统民居风格安静街巷

冬储大白菜开卖
每斤比去年便宜5分钱
全区共安排44个便民售卖网点，部分销售点安排在社区内

“满意消费在东城、放心消费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放心消费”流动宣传车走进社区

11月2日 我区5人获评“安监之星”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11 月 2 日，“2018 安监之星·北京榜样”

主题活动暨北京市“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及表彰大会举行。
我区征集报送的“安监之星·北京榜样”42 家单位候选人

58 名，区安全监管局安监干部蒋初后、东城交通支队民警李庆
文、东华门街道安办干部袁洪升、区安全监管局专职安全员常
乐乐、东四街道专职安全员宋丁犇 5 人在活动中获评“周之
星”，并获得北京市安全监管局、首都文明办颁发的“安监之
星”证书。

同时，2018年度东城区“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在全市活动中
特色鲜明。其中，区文化委、龙潭街道获 2018 年全市“安全生产
月”“优秀组织奖”，区安全监管局“安全生产纵贯线”应急演练活
动、区安全监管局和区教委联合开展的“安全小达人”活动和崇文
门街道国中社区“亲子安全教育”活动获市“安全生产月”最佳实践
活动奖，区新闻中心获“优秀新闻报道奖”。

本报讯（记者 庄蕊 通讯员 刘
玉琴）记者从东华门街道获悉，辖区
内 5 条重点大街的风貌提升工作已
全面展开，预计明年完成施工，并以
全新风貌亮相。

拆违
今年拆除“房上房”千余平方米

今年东华门街道实际拆除 108
处违法建设。

在拆违过程中，楼顶顶层违建一
直是工作难点。今年东华门街道对
辖区内一批楼房顶层违建进行了集

中拆除，涉及甘雨胡同 31 号、台基厂
大街 10 号、北河沿大街 145 号等 5
处，面积1500余平方米。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该批违
建属于单位违建，主要用作办公用房
租赁给各公司使用。以甘雨胡同 31
号为例，该栋建筑原为五层建筑，后
来其承包方在楼顶私自加盖了一层
面积逾 600 平方米的违建，租给公司
作为办公场所，办公区还包括一个几
十平方米的露台区，平时员工可在这
里休息、晾晒衣服等，而楼下就是人
流密集的甘雨胡同，一旦有东西坠落
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为做好拆除工作，拆除前，街道
多次与产权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及违
建实际使用单位座谈沟通，一方面向
其宣传拆违工作的政策，另一方面，
向其详细介绍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
打消其对于拆除过程中安全等方面
的担忧，最终得到支持与配合。

除了单位违建，东华门街道今年
还拆除了不少居民自用违建，包括自
建厨房、储物间等，这些违建占用了
胡同的公共空间，影响了胡同风貌。
在拆除这类违建时，东华门街道聘请
了施工队为居民在家中设计同样功
能的空间，保证居民正常生活。

规划
5条重点大街明年完成改造

2018年，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委员会编制了《核心区四横五纵
等重点街道城市设计编制技术指
引》，以指导重点地区内开展街道整
治工作。

据东华门街道城建科介绍，街道
辖区内的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
崇文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等 4 条大
街作为核心区四横五纵大街，在近两
年完成“开墙打洞”封堵工作的基础
上，目前已按技术指引开展环境风貌

提升工作。
此外，东华门大街作为连接故宫

与王府井的重要桥梁以及承载皇城
内大人流疏解的通道，已于今年 8 月
完成重点深化设计，改造工作与南池
子大街、北池子大街同步实施。

“目前 5 条大街都已开工建设，
其中东华门大街将改造成古都风
貌的商业街，南池子大街、北池子
大街则结合故宫地区周边的特点，
恢复成具有传统民居风格的安静
街巷。”据相关负责人介绍，5 条大
街将于明年完成改造，以全新的风
貌亮相。

本报讯（记者 庄蕊）11月8日早
上 7 时 30 分许，位于北新桥三条胡同
西口的同日升粮行，一年一度的冬储
大白菜开售。据了解，今年冬储菜的
质量比往年好，价格更加便宜。

据区商务委流通管理科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全区共安排44个便民网点售
卖大白菜，售卖企业包括奥士凯物美、悠
惠万家、超市发、甘其食，天镇蔬菜等，各
商家开售时间不同，价格也不同。此外，
为防占道经营，部分销售点安排在社区
内，既方便购买，又维护市容整洁。

在北新桥三条胡同西口的同日
升粮行门口，一人多高的白菜垛码放

在店门口，一颗颗绿油油、胖墩墩的
青口大白菜看起来煞是可爱。

“今年的菜看着不错，价格也便
宜。”家住柏林胡同的魏大妈已买了40
多年的冬储大白菜，每年都买上好几百
斤，“白菜帮包饺子，菜叶子熬豆腐，菜
心儿做老北京芥末墩，一点不浪费。”

标价牌显示，今年的冬储大白菜
每斤 0.4 元；冬储大葱每斤 1.5 元。同
日升粮行的店员王玥告诉记者，今年
冬储菜的价格比去年便宜,大白菜每
斤便宜 5 分钱,大葱每斤便宜 1 毛钱。

“价格便宜与售卖时间偏晚有关，今
年开售时间比往年晚 1 周，供应量就

比一两周前充足，所以价格就下来
了。”据王玥介绍，今年冬储菜的质量
比往年好，也是因为收割的时间比往
常晚了一两周，长得更充分。

物美价廉的冬储菜吸引了不少市
民，不一会儿粮行门口就排起队。前来
购买的多是老年人，一买就是几百斤。
家住西单的巩先生特意骑着电动车赶
到北新桥三条，买了100斤大白菜。“家
里人就好这口，改天再来买100斤。”

“今天进货约两万斤，估计大半
天就能卖完。”据王玥介绍，今年冬储
菜的售卖期为11月8日至18日，每天
早上7时30分开卖，当天售完即止。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1月7日，
区工商分局启动“满意消费在东城
放心消费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放
心消费进社区”流动宣传车同时启
用，它们将会走进全区 182 个社区进
行巡回宣传。

便民网点签署承诺依法经营

据统计，东城区共有 2780个便民
商业网点，为居民提供蔬菜零售、早
餐、快递、收衣等综合便民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便民商业网点的
服务质量和水平，区工商分局引导便
民商业网点商户签署了“放心消费
商家承诺书”。商家承诺做到“明码
标价，不搞欺诈；诚信促销，不欺不
瞒；维护尊严，安全交易；售后保障，
放心消费”。

“签署承诺书也是对商户自身的

一种监督和约束。”区工商分局消费
者权益保护科科长石惠说。

同时，区工商分局还将印发“放心
消费在社区”商家承诺书以及保护消
费者权益口号等宣传海报进行张贴。

流动宣传车将覆盖全部社区

据悉，流动宣传车启用后，将定
时定点、专人专岗，在全区182个社区
展开巡回宣传。

流动宣传车上放置有“放心消
费在社区”宣传横幅、宣传标语、宣
传手册等材料，随时随地向社区居
民发放。同时，流动宣传车上安排
消费维权经验丰富的干部向居民宣
讲消费维权知识及消费者维权渠道
等，解答社区居民消费和维权时遇
到的问题。

“放心消费在社区”流动宣传车

将覆盖辖区 182 个社区，并结合社区
特色和促销节点，开展主题宣讲活
动，通过提问抢答等灵活多变的形
式，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

宣讲小分队进社区答疑解惑

由区消费者协会牵头，以消协分
会成员为主力，13 个“放心消费在社
区”宣讲小分队也于当日正式成立。

每个小分队将专门负责固定的
社区，并走进社区活动室，通过为居
民讲解典型案例、印制维权漫画等方
式，让居民了解更多的消费信息，防
止上当受骗。

同时，小分队成员还将深度挖掘
社区居民的消费兴趣点和关注点，重
点围绕老百姓遇到的疑难投诉和消
费陷阱，有针对性地确定宣传方式和
内容，开展一些消费课堂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11 月 2 日，我区举办了“醉美东城，知
行合一”社工知识闯关与摄影健步行比赛活动。来自全区17个街
道、5家社工机构的130余名社工作为参赛队员或活动志愿者参与
了本次活动。活动设置了破冰团建、5 公里健步行、社工知识闯
关、摄影比赛和回顾点评等5个环节。

130余社工同台竞技“知行合一”

11月5日 非公企业重温改革开放历程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何筱强）11月5日，区工商分局

组织非公企业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活动。东城区非
公党建示范点、商标及注册代理企业、专业市场党支部书记、党员、
商户代表等150余人参加。

活动播放了悦宾饭馆、七色光图片社、红桥市场、广义修笔店
等我区10户非公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发展历程的纪录
片。同时，这 10 家非公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也亲临现场，分享了各
自在经营过程中，对于改革开放的切身感受。各位非公企业代表
均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才有了各自企业如今的
蓬勃发展。大家还表示，将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自身的
努力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11月7日 我区开展“诚信建设万里行”宣传
本报讯（记者 庄蕊）11月7日，区信息办、体育馆路街道和区信

息化协会开展“2018年东城区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活动。现
场发放“诚信建设万里行”宣传手册和宣传折页，播放诚信建设公益
宣传片，接受群众咨询，解答群众提出关于个人信用查询、信用惩戒
等问题，居民对诚信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重要性认识得到提升。
现场共发放宣传册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

11月7日，东城区崇文少年宫联合方家胡同小学开展“致敬改
革开放 40周年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东城学生记者节活动。校园
小记者现场聆听新闻摄影记者《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镜头里的光
影世界》专题讲座，一张张历史照片让孩子们听得有味、看得入
迷。多年来，东城区崇文少年宫致力于“绿色生命”教育的实践，
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深受师生的喜爱。

记者 张传东 摄影报道

校园小记者聆听讲座致敬改革

“双11”前快递分拣占道
区城管上门劝诫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随着“双
11”临近，各家快递分拣点也开始变
得异常繁忙，分拣包裹量明显上升。
11 月 8 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交通、
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来到快递分拣
点，针对包裹分拣占道等现象，进行
上门提醒、劝诫和法规宣传。

近日，区城管接到居民刘先生反
映，广渠门内大街上的一家快递分拣
点前，大量包裹堆放在分拣点门前的
人行道上，行人通过十分困难。面对

“双 11”前包裹量众多，一些快递公司
分拣点因场地限制而出现的“跑马圈
地”占用门前道路卸货、分拣等现象，
11 月 8 日，属地街道、城管、交通、公
安、工商等部门执法人员一同来到广
渠门内大街 88 号楼下的快递包裹分
拣点，进行执法检查。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家快递分拣
点门前，近百米的人行道北侧快递三
轮车一字排开，三轮车旁则堆放了一
些未装车的包裹。人行道南侧，十几
名快递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快递，只有
道路中间不到一米宽的空白区域留
给行人通过，盲道也被满地包裹占
用。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快递分拣
点负责人解释：“快递量实在太多，我

们没办法在店内完成分拣，大部分包
裹只能临时放在门口的人行道上。”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除快递
分拣违规占道外，还存在乱扔烟头等
现象，不仅破坏环境，也埋下火灾隐
患。同时，由于快递数量较多，快递
员经常采用“隔空抛物”的方法分拣，
给过往群众带来安全困扰。对于上
述违法现象，执法人员立刻告知并对
分拣点工作人员进行普法宣传。分
拣点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将协调分拣

时间，尽量和上下班时间错开，同时
也在附近尽快寻找新的分拣场地。

据体育馆路街道城管执法队队
员徐宗强介绍，由于快递包裹本身
属于较为特殊的物品，基本上是以
教育劝导为主，建议快递公司错峰、
错时分拣，但如果对其经责令改正
后还是这样乱象丛生，整改不到位，
执法部门将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
卫生条例》，对其予以 500-5000 元的
行政处罚。

通讯员 刘满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