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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菜市场有了黑科技

民生

Community News

大兴
社区

大数据系统提供商贩销售情况分析

互联网+云技术正在悄悄改变大兴居民
的日常生活，以后您购物中每一次称重都是

欣旺路

在补充大数据，同时每一次称重后都有小票

这个路口
有了红绿灯

作为依据。
近日，北青社区报记者来到位于黄村西
大街的兴华菜市场，大门口一块大屏幕滚动
显示屏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显示有白菜、土
豆等各类果蔬产品的价格与称重次数。这种
显示方式以前大多在证券交易所才看得到。
记者通过走访摊位老板得知，这是大兴
区商委通过市场管理部门为商家新装备的销
售工具——云称系统。
大兴区商委为了及时了解农副产品销售价
格与销量，
通过云称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每一次

造价达到 2000 元，使用中只向商家收取 500
元押金。

前不久，北青社区报记者

有了购物小票，
购物将更加放心。

曾以《民生 |这个路口有杆没灯

记者登录到云称官网，发现了云称系统
还有很多黑科技，可以适用六大生活场景。

或许六月能解决》为题，报道了

贴 30 元，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想要轻松获得

农贸市场只是其中之一，信息技术正在通过

西红门欣旺大街上红绿灯未安

一斤，假使有商家卖到五元一斤、六元一斤，

补贴也不容易，前提是必须使用商委提供的

接地气的方式改变大家的生活。

装的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

云称系统后台便会价格预警，监管部门就要

云称。

的称重数据都会被上传到大兴商委的数据库。

商家补充道，商委每天还会为每台秤补

举个例子，西红柿市场普遍售价在三元

来核实情况，如果商家存在哄抬物价的行为
则要被罚款。
当然，西红柿确实存在高价品种，比如水
果西红柿，早市可以卖到九元一斤，具体情况
就要考监管部门现场核实了。
据商家透露，商委通过为商户免费发放
电子秤，依托互联网收集数据。每台电子秤

此外，云称还拥有六大功能，其中云技术

近日，
北青社区报记者再次

这样一来，商委既收集到客观准确的数

存储、安全可追溯、可编辑品名、特价促销、动

来到现场，
发现红绿灯已经安装

据，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售后小票来为自己维

态库存这几项功能满足了农贸市场一般商户

完毕，
这条路是通向两个社区的

权，
同时缺斤短两的情况将得到有效遏制。

的经营需求，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工作，提升经

主要通道，
车辆按照交通灯的指

记者购买了一棵生菜，经过云称称重后

营效率。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追溯的食品，吃

示有序通过，居民也放心了。

显示为 1.9 元，并收到一张购物小票。这在以

起来才更加安心。云称系统通过统一智能终

往菜市场购物中是没有的，出现质量问题，或

端的方式，
解决购物中的称重疑虑。

者缺斤短两等现象，消费者一般没有证据。

文并摄/记者 王燕

文并摄/记者 穆宇

黄村西里社区

绿色小房子
宠物便袋箱

魏善庄韩村安置房施工近半
近日，
记者从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防范设施，
包括安全标语、安全管理制度、

的 2016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回迁安置房施工现

安全疏散通道等。陪同人员进行现场讲解。

场获悉，目前，位于魏善庄韩村的安置房项目

“安康杯”竞赛活动的最初形式是 20 世

已完工40％左右，
将于2020 年8月份竣工。

纪 80 年代中期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总工

5 月 29 日下午 16 时，北京万兴建筑集

会等部门首创，经实践不断完善，而后逐步在

团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 安 全 生 产 月 暨“ 安 康

内蒙古自治区全区推开。经过几年在全区开

杯”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 2016 年世界月季

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内蒙古自治区的安全

洲际大会配套安置房项目部举行。全国总

生产状况逐年改善，工伤事故连年下降，效果

工会原巡视员王书强、全国总工会原副巡视

十分显著。1998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原国

近日，有读者留言，称赞黄

员沙磊等相关领导出席，来自万兴集团各分

安全，
我主安全，
我会安全”
的三大原则，
并且，

家经贸委在总结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安康杯”

全体与会人员分别在标有主题的背景板上签

村西里社区新添的宠物拾便纸

公司的安全经理、安全科科长、各青年突击

竞赛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对这种活动形式给

名，
为广大员工将
“全员发动促安全，
文化引领

与宠物拾便袋。读者留言道：
以

队 队 长、队 员 代 表 部 分 一 线 职 工 等 300 多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在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活

保健康”
作为永远的信念和追求。

后再也不担心踩狗屎运了。

人参加启动仪式。

动内容、形式的基础上在全国逐步展开。今

启动仪式上，
七分公司吕海生青年突击队

随后，与会领导参观 2016 年世界月季洲

队长代表职工发言。发言中提出要做到
“我要

际大会配套安置房项目施工工地，
查看项目的

记者近日来到该社区，
刚进

年是
“安康杯”
竞赛活动 20 周年。

入就被挂在墙上醒目的
“绿色小

文并摄/实习记者 杨雪寒

房子”吸引，
这就是宠物拾便纸与
宠物拾便袋的
“家”
。
“小房子”作为宠物拾便纸

五方联动开展交流研讨会

与宠物拾便袋的存取处，同时
通过“锁”象征性地约束宠物主
人的取用量。
“绿色小房子”距

会议安排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大兴区总

党组书记、局长吴山良，大兴区法院党组成

离地面高约 1.4 米，方便宠物主

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大兴区总工会、

工会、开发区人劳局、开发区总工会、大兴区

员、政治处主任王柏东，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党

人使用的同时，也避免了顽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法院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组副书记李有玉，大兴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小朋友的浪费。

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联合召开五

第一季度劳动争议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关于

主席侯月海出席了此次会议，分别肯定了五

记者在黄村西里南北两个

5 月 25 日,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方联动交流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大兴区劳动

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合

方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在处理劳动争议及构

小 区 各 转 了 一 圈 ，发 现 30 个

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马建庆主持，五家成员

作协议》的落实情况，并分析研判了劳动争议

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各

“绿色小房子”，小区路面也显

单位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工作面临的形势，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

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协作与沟通，并对下

得干净整洁。通过询问小区居

会上，大兴区法院民三庭庭长刘东民首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诉讼衔接机制建设

一步开展联动机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民了解到，
“ 绿色小房子”已经

先就对劳动争议案件裁审不一致问题进行了

的实施意见》。会上各单位就统一调裁审受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

设置大概一个月时间，现在很

分析通报，并带领大家学习《要件审判九步

理范围和法律适用标准达成了共识；在规范

局长吴山良做总结发言，他指出：第一，要充

多宠物主人都养成了随手清理

法》精要部分，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裁、审工

仲裁审查程序、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程序、案件

分认识劳动关系领域遇到的新问题，积极作

宠物粪便的好习惯。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后各单位就劳

受理程序、财产保全程序、证据认定程序、送

为；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各单位、各部门

黄村西里居委会为宠物主

动争议案件调解仲裁过程中的典型疑难案例

达程序、执行程序以及探索建立相互协助查

之间的协调配合，积极将法治思维运用到各

人提供宠物拾便纸与宠物拾便

进行了分析和研讨，就新形势下劳动仲裁工

证制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完善

项工作中去；第三，善于发现问题，加强源头

袋的举动，也提醒了居民如何

作与审判工作中常见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案件通报、联合培训等

治理，各单位要加强力量整合，形成合力，积

做到一名合格的宠物主人，从

标准进行了交流和沟通，进一步统一了裁审

制度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极将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在源头。

而提升社区和谐。

尺度。

大兴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力社保局

文/通讯员 林星

文并摄/记者 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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