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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被国务院点名表扬啦
本报讯（记者

手工多肉
百变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李楠）为激

发青年朋友对花艺的兴趣，并
呼吁大家为绿色环保贡献自身
力量、打造美好社区，南法信镇
社区青年汇近日举办了“创艺
空间·百变生活”手工兴趣小组
之爱上肉肉活动，辖区青年 20
余人参与。

李楠）
“顺义被国务院

另外，北京市服务业在顺义扩大开放

表扬啦！”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对

综合试点示范区，目前正围绕北京天竺综

26 个省（区、市）、90 个市（地、州、盟）、127

合保税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和中关村顺义

个县（市、区）进行表扬，并予以激励和支

园，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国际

持。北青社区报记者注意到，顺义区作为

科技贸易基地开展试点。聚焦航空服务、

推动实施“中国制造 2025”、促进工业稳增

智能新能源汽车、科技服务、地理信息服

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的直辖市辖区，被

造、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电子与环保、生

务、文化贸易服务、国际商务和旅游服务以

点名表扬。顺义也是北京市唯一一个因此

物医药与大健康诊疗、生产性服务业等六

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积极推动 38 项任务措

事被表扬的区。

大产业。顺义区的汽车产业发展迅速，目

施落地，
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创造有益经验。

作为北京东北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以

前已形成以北京现代、北京汽车两大整车

以新兴产业补位传统产业、以高端产业

及首都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顺义区积极

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条，是北京唯一、全国

补位低端产业。
“ 顺义制造”正大步向“顺义

创建“中国制造 2025”示范区，聚焦汽车制

为数不多的
“百万辆”
汽车产业集聚区。

创造”
转变，
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突破口。

活动过程中，大家认真学
习，不断创新。由于多肉本身
独特的魅力，让社区的青年们
都爱不释手，心灵之美在指尖
流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制

高丽营等4镇入选市重点小城镇
本报讯（记者

李楠）记者昨日获悉，北

闲、文化创意、教育、体育、科技、金融等领域，

部门不予批准。加快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

作，大家纷纷完成了自己的作

京市政府日前确定了 42 个重点小城镇，并设

推动功能性特色小镇在促进城市功能完善上

位的产业淘汰退出和疏解转型，
积极引导与首

品并进行了展示。

立总规模 100 亿元的小城镇发展基金，引导

的强化作用，在积极承接中心城功能疏解和

都相适应的服务城市、带动农村、惠及群众的

42 个重点小城镇打造成旅游休闲、商务会

转移上的强化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这些小镇应以功能、

议、园区经济等五类特色小镇。其中，顺义区

一体化发展。

产业和人口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严禁打着特色

国地税演绎
税宣盛宴

近日，
顺义国税机场分局税

源二科、地税高丽营管理所围绕
“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

的高丽营镇、李遂镇、杨镇及赵全营镇上榜。

据悉，北京市这 42 个小镇都将加强镇区

小城镇名义违法违规搞圈地开发，
严禁整体镇

近日，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和规

等功能区域城市设计，
全面控制和引导城市风

域开发，
严禁搞大规模的商品住宅开发。开展

范功能性特色小城镇发展有关问题的通

貌，保护好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独特风貌，保

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利用试点。严格按照国家

知》。记者从《通知》上获悉，北京市将围绕落

护好山水林田湖自然风貌。同时，
对不符合新

和本市有关规定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
积极

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重点聚焦生态、旅游休

增产业禁限目录的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

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主题，在国门 1 号全球家居总

4 条公路大修 下月底完工

部基地联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税收宣传活动，
形成税宣合力，
凸
显
“1+1>2”
的叠加效果。
一是联合搭建
“税收宣传咨
询台”。国地税联合在国门 1 号
商场总服务台搭建税收宣传咨
询台，
悬挂税宣横幅，
摆放税宣展
板。税务干部积极为顾客及场
内商户赠发实名办税、电子税务
局、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等宣
传资料，
耐心解答群众涉税咨询，
普及各项税收法律法规，
大力推
广国税微信公众号，
共计发放宣
传资料 3000 余份，解答现场涉
税咨询300余人次。
二是集中开展纳税服务专
题解答。国地税由业务骨干组
建专家咨询团队，
深入开展
“便民

记者获悉，顺义区李天路（樱花园小区-

南陈路大修工程南起顺平路，北止顺沙

机场辅路）、天北路（顺于路-昌金路）、陈马路

路 ，道 路 长 2.6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60 公 里/小

（顺密路-顺平路）及南陈路（顺平路-顺沙

时。大修路段为二级公路，路面宽 9.5-16

路）近期开工大修，
预计下月底完工。

米，路基宽 21.5-40 米。大修内容包括道路

天北路大修工程南起顺于路，北止昌金

工程、附属工程及交通工程，采用半幅施工、

路 ，道 路 长 8.6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60 公 里/小

半幅导行施工方案。

时。大修路段为二级公路，路面宽 12.5 米，

据悉，四项大修工程完工后将提升道路
修路现场

路基宽 18 米。大修内容包括道路工程、附属
工程及交通工程，采用半幅施工、半幅导行施
工方案。

半幅施工、半幅导行施工方案。

服务水平，改善道路交通条件，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

陈马路大修工程北起顺密路，南止顺平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可提前绕行，南北

李天路大修工程东起樱花园小区，西止

路 ，道 路 长 9.2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60 公 里/小

向行驶（天北路、陈马路、南陈路）车辆可就近

机场辅线，道路长 4.26 公里，设计时速 60 公

时。大修路段为二级公路，路面宽 12 米，路

绕行京沈线、火寺路、通顺路、顺密路、李木

里/小 时 。 大 修 路 段 为 二 级 公 路 ，路 面 宽

基宽 14 米。大修内容包括道路工程、附属工

路、木燕路通行，东西向行驶（李天路）车辆可

19.5-20.5 米，路基宽 23-27.5 米。大修内

程及交通工程，采用半幅施工、半幅导行施工

就近绕行京平高速通行。

容包括道路工程、附属工程及交通工程，采用

方案。

文并摄/记者 李楠 通讯员

王淼

办税春风行动”
，
突出营改增最新
举措、
税收优惠政策、
诚信纳税等
重点内容，
向税户问需问计问效，
倾听涉税诉求，
征求意见建议，
提
供精准的纳税服务。
三是联合开展交流互动活
动。主要围绕发票使用管理和
纳税信用联合评价工作进行重
点解读，
通过一对一的沟通交流，
建立起税企交流平台，
受到了广
大纳税人的一致好评。
顺义国税机场分局税源二
科、地税高丽营管理所与
“国门 1
号”
将持续深化国地税合作，
除了
进一步联合开展日常税收宣传
外，
还将联合所有入驻企业开展
多项更深层次的合作，
通过做好
国税与地税的
“加法”
，
助力企业
健康发展。

固定式遥感设备投用 1 秒可测尾气超标
“汽车尾气不合格，这家伙立刻就知道！”

会把不可信的数据剔除。在确定超标的事实

近日，
顺义区道路上多了个
“新家伙”
，
固定式遥

后，环保局将会按照规定流程给尾气超标车

感检测设备能在1秒钟内检测车辆尾气是否合

辆的车主寄送挂号信。同时，市民也可以在

格，检测到不合格车辆，环保局将对车主进行

北京市环保局网站上查询到自己的车辆是否

300 至 3000 元不等的罚款。据了解，截至今

有尾气排放超标的记录。

年年底前顺义区将投入使用3套此类设备。

如果对环保局给出的检测结果无疑义，
区

5月5日，
顺义区首套机动车尾气固定式遥

环保局将根据数值超标倍数对车主处以300至

感检测设备通过专家验收并投入使用。司机在

3000 元不等的罚款。如果对检测结果存在疑
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

义，
车主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单到达之日

路旁还设有
“前方50米尾气检测”
的提醒牌子。

电子大屏幕上。如果两辆车或多辆车同时从

起30日内到指定检测机构进行复查，
如果复检

只要车辆经过检测仪的设置处，仪器就

检测设备下方通过，将被自动识别为无效数

合格，
将不对其进行处罚，
且不收取检测费。

经过通顺路
“后桥北”
公交车站时就能看到它，

能在 1 秒钟判断尾气是否合格，它是怎么做

据，
不会上传到后台。

与以往人工检查和移动式遥测车相比，

到的呢？据了解，它能通过光学原理自动测

环保局工作人员接收到检测数据后，会

固定式遥感检测设备可以实现昼夜 24 小时

算出车辆的尾气成分。除此之外，设备斜上

进行筛选和甄别。因遥感检测属于非接触测

不间断检测，无需人工检测。据了解，今年年

方的摄像头能自动拍照并识别出车牌号码，

量，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准确

底前顺义区还将投入使用 2 套此类设备。

车牌号和尾气检测是否合格随即显示在前方

性，所以环保局工作人员在后台处理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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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摄/记者 王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