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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区法院三项机制助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区市场监管局

升级有形市场防控措施

大峪街道

严格落实四方责任治理违法租房行为

4月份第 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

科信局加快推进特色农产品培育

工作，在潭柘寺镇桑峪村、南辛房

村实施巴东洋芋引种栽培示范项

目，进一步提升农业种植技术水

平，为低收入帮扶村脱贫攻坚助

力。

在桑峪村的巴东洋芋种植区

内，几名村民正在地里忙碌着，大

家按照防疫要求全部佩戴口罩，开

沟、播种、浇水。为了确保种子健

康生长，菜农们还会在播种前用杀

菌药剂拌种，防止病虫害。

目前，村里已经种植了30亩巴

东洋芋，预计到 4月中旬发芽，7月

上旬收获。桑峪村党支部书记王

洪涛告诉记者，原来村里农耕产业

每亩地的收益在 400 至 500 元左

右，通过引进新农产品种植项目，

今年，村里一亩地的收益可以达到

2000元以上。

据了解，巴东洋芋又称巴东马

铃薯、巴东小土豆，产地出自湖北

省恩施州巴东县，由于恩施地区平

均海拔 1053米，气候偏冷，立体气

候明显，所以这里种出的土豆具有

个小、富硒、品优等特点，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

区科信局在结合我区自然环

境特点及产业化推广的技术需求

基础上，从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引

进了 10吨脱毒原种。同时采取大

垄双行覆膜滴灌栽培技术模式，

进行培育种植。截至目前，共在桑

峪村、南辛房村示范种植巴东洋芋

60亩。

接下来，区科信局还将积极与

中国农业大学对接，实施农作物富

硒技术，促进巴东洋芋种植项目优

产增质。同时和意向企业达成收

购协议，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

力低收入村脱贫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张伟 周梦珠）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是营商环境的一

次“大考”。寒流之中，暖流涌动，为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为辖区

疫情防控工作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区法院主动研判、科学谋

划，推出三项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类型化诊断+前瞻性研判”的

预警应对机制

区法院全面梳理既有案件，对

案件审理在举证期限、诉讼时效、缺

席审理等方面可能存的问题，区分

原因和轻重缓急，及时做好当事人

的思想工作，合理安排审理进程。

深入开展法律研判，组织员额法官、

法官助理召开涉疫情防控类案件分

析预警研讨会，对疫情结束后可能

高发的买卖合同、运输合同、借款合

同等各类案件进行预测分析，针对

法律关系认定、法律责任承担、法律

适用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制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后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案件办理提供科学指引和有效应

对策略。

“信息化保障+立体化推进”的

案件办理机制

区法院开辟绿色安全诉讼通

道，充分运用互联网、微信等现代通

讯方式推进诉讼事项办理，以电话

通知、电子送达、司法专递等形式开

展案件送达工作。探索电话调解方

式，对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

楚的案件，分别通过电话进行调解，

力争在当事人不来法院、不开庭的

情形下妥善推进案件。依托北京法

院云法庭系统，积极引导当事人采

取线上谈话、线上庭审方式开展审

判工作。对于无法开展线上庭审的

案件，着重做好阅卷工作、指导当事

人进行证据交换，尽可能完成将来

开庭的准备工作。

“常态化交流+精准化指导”的

服务保障机制

区法院加强与区发改委、区工

商联、石龙管委会等委办局的交流

沟通，准确掌握疫情对辖区营商环

境造成的影响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

政策方向和薄弱环节。健全与辖区

企业的联络机制，实时掌握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的涉法诉求，结合案件

审理，及时解读相关司法政策，积极

提供司法应对建议，协助其防范、降

低因疫情导致的合同类纠纷、劳动

争议类纠纷风险,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近日，

大峪街道联合区公安分局、区住

建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

部门，整治违法租房行为。

据了解，大峪街道通过走访

摸排发现中昂时代广场出现房屋

日租、短租，房屋承租人来源不明

等情况。在对该情况进行核查并

明确事实后，大峪街道立即行动，

第一时间联合相关部门，对涉及

该情况的四家中介公司进行集体

约谈，整治违法租房行为。

3月31日下午，在地毯式排查

出租房屋情况后，执法人员对涉嫌

日租的房源进行现场查封，当场查

封64户，累计检查房屋194户。

为有效控制房屋非法出租的

行为，中昂时代广场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规范《返京隔离证明》开

具流程，明确只有前期在公安大

峪派出所登记备案的出租房屋常

住户，服务中心才能为其开具《返

京隔离证明》。

在严查房屋情况的同时，大

峪街道进一步抓实抓细“中昂小

时代”的疫情防控工作。目前，中

昂每栋楼都设置了卡口，通过人

员必须查出入证、测体温、扫码查

询14日内行踪。下一步消防部

门也将介入，采取定时巡查等方

式，暂时关闭消防安全出口，严控

出入人员。

接下来，大峪街道将继续严

格落实四方责任，加大疫情防控

期间群租房、日租房、网络短租房

等违法行为的宣传检查力度，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保障辖区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返京人员逐渐增多和天

气回暖，针对有形市场人流剧增，

存在可能形成人员高密度接触的

隐患，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属地党

委政府，连夜研究应对措施，以升

级深化四个方面工作为抓手，持

续有力抗击疫情，全力保障群众

的菜篮子、米袋子。

一是深化宣传效果。在市场

醒目位置增设电子显示屏、横幅

标语、温馨提示等，进一步提示消

费者和商户要持续提高防范意

识；通过电视、短信等媒体提示群

众减少到人员密集场所购物的频

次；编辑“请您不要停留、不要聊

天，买完就走、回家做饭”“戴好口

罩、不要扎堆、减少接触、注意防

护”等通俗易懂的宣传提示内容，

形成接地气、见真情的宣传氛围。

二是深化人流管控。采取倡

导错峰购物的方式，降低高峰时

段市场内人员密集度；采取高峰

时段分段入场、适时截流的措施，

动态控制购物区域人员数量；市

场内划区域疏导、引导措施，加快

人流出场速度，减少消费者不必

要的停留时间。

三是深化商户管控。严格控

制当前场内商户数量，疫情结束前，

不再增加；严格做好商户个人防护，

进一步加强对个人防护用具的提供

保障；加大商户之间营业区域间隔，

增加相邻商户物理空间距离。

四是深化措施防控。增设远

红外热成像测温设施，既强化体

温检测的科技手段，又加快人员

流通速度，还减少了人员接触几

率；强化消毒措施，持续做好每日

至少3次场内日常消毒的同时，

提高出入口等场地的消毒频次，

并增加每周1次专业消毒；倡导

扫码支付、大宗商品送货上门、自

采和净菜相结合、保持安全距离

等多种方式，减少人员接触和加

快人员流动速度。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屈媛）随着企

业陆续复工，我区部分商场逐渐

恢复正常营业时间，闭店时间最

晚至 22 时，在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有效满足市民购物需求。

记者在长安天街看到，顾客

进入商场需逐个测量体温，在部

分餐饮区域，顾客需扫码进行点

单。据了解，长安天街已于 3 月

28日恢复正常营业时间，客流较

大时段，商场将采取限流措施，安

排专人对市民进行有序疏导。

前来购物的市民说：“前段时

间下班想来商场逛逛，但商场早

早就关门了，现在疫情逐渐向好，

商场也恢复了营业时间，我们晚

上也能来转转了，很方便。”

此外，商场还对自动扶梯、电

梯间、消防通道、卫生间等人员活

动较多的区域进行每天 5次的消

毒，避免交叉感染。

目前，我区长安天街、华润

plus365等大型商场，通过适当增加

营业时长、购物直播、发放线上消费

券等方式开展复工。商场内90%以

上入驻门店都已经营业，各方面都

在逐渐恢复到疫情前营业状态。

区商务局商务规划发展科科

长陈玥介绍说：“区商务局作为消

费促进的主责部门，严格落实市区

两级相关工作指示要求，指导我区

大型商业企业在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有序推进复工。同时，协助企业

度过难关。下一步，区商务局将引

导企业调整好年度经营规划，以当

前的线上渠道为今后的线下经营

积累资源，备足货品，以充分的准

备迎接消费市场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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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巡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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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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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8.4 1
军庄镇 98.1 2
城子街道 97.8 3
龙泉镇 97.3 4
潭柘寺镇 96.5 5
永定镇 94.9 6
大峪街道 93.6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8.1 1
妙峰山镇 97.8 2
王平镇 96.8 3
清水镇 96 4
雁翅镇 95.7 5
大台街道 94.6 6

太行昂首栉风雪 大河扬波迎旭日

永定河流域五省市文联、中国永定河诗词大会
联合举办抗击疫情讴歌英雄线上诗词朗诵会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适逢清
明节，为充分挖掘和宣传在抗击疫
情斗争中所涌现出的英雄事迹，讲
述好“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
感人故事，近日，由区文联、区文旅
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文联、河北
省张家口市文联、山西省大同市文
联、天津市宝坻区文联，永定河流
域五省市文联及中国永定河诗词
大会组委会联合主办，北京光韵文
化承办的“太行昂首栉风雪，大河
扬波迎旭日”线上诗词朗诵会在

《北京时间》播出。
为搞好此项活动，组委会倡议

永定河全流域的作家和诗人掀起
创作抗疫诗词作品的高潮，艺术家
们用激昂的文字、感人的声音，为
战胜疫情传递着爱与必胜的信念，
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活动采取中国永定河诗词
大会公众号线上征稿、永定河流域
五省市文联推荐的方式进行作品
征集，共征集诗词原创作品400多
首。面对疫情期间不能集中录制

的困难，导演组为每位艺术家配备
专业的DV和录像机采取在线一对
一的形式指导，历时41天，为观众
奉献了一场时长1小时零5分钟的
诗词朗诵节目。

本次朗诵会由《国学春晚》主
持人陈可欣担任。邀请团中央音
乐之声主持人赵立坤、中央电视台
朗诵艺术团理事桂斌、中国诗词春
晚加拿大分会场总导演蒙特小微
等 19 位朗诵艺术家，分别朗诵了
北京市门头沟区作协主席马淑琴

的《逆行者的赞歌》，内蒙古乌兰察
布市诗词学会主席赵文亮的《破阵
乐·战疫中的蒙古马》，河北省张家
口市作协副主席张振平的《我和我
的祖国》，山西省大同市文联书记
樊菁的《谁是居委会的“小李”——
致敬所有社区工作者》，天津市宝
坻区作协副主席王振策的《生命是
不停地寻找的安全——致敬钟南
山》等 23 首作品，由“序篇、英雄
篇、区域篇、励志篇、尾篇”五个章
节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