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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ews

顺义
社区

发布

仁和镇

沙坨村棚改项目
最新进展

20 个村开始发放煤改气补贴
北青社区报记者从顺义市政控股获

二、区财政再对用户采暖用气进一步

悉，2017-2018 年采暖季农村“煤改气”补

补贴，每立方米 0.84 元，补贴上限 688.8

贴已于 7 月 1 日起陆续发放。该项工作涉

元；

及后沙峪镇、马坡镇等 8 个镇 20 个村的一

合计补贴每立方米 1.22 元，合计补贴

万余户家庭。

上限为 1000.4 元。

据悉，符合农村地区天然气分户自采

用户采暖用气量在 820-2500 立方

暖要求，且经过镇村审核、顺义区新农村

米部分：

建设办公室备案的农村地区天然气分户

此部分补贴每立方米补贴 0.84 元，补

自采暖用户，均可实施此项用气气量补

（三家店村、南卷村、东海洪村、西海洪村、

贴，并以折合气量形式予以补贴。据悉，

西杜兰村、东杜兰村、北法信村、大江洼

北青社区报记者近日获

农村地区天然气分户自采暖用户冬季采

村、焦各庄村）、仁和镇（米各庄村）、北小

悉，顺义区仁和镇沙坨村棚改

暖补贴以区城市管理委委托的第三方监

营镇（上辇村）

项目发布安置房项目招标公

管单位和燃气供应企业两次入户抄表数

补贴标准

告。该项目总规划建设用地面

据测算出的采暖用气量为准，按补贴标准

用 户 采 暖 用 气 量 在 0- 820 立 方 米

积为 20252.64 平方米，建筑面

计算核定补贴费用并转化成气量后，由燃

积约为 6.14 万平方米，其中地

气供应企业向用户进行气量补贴。

上 建 筑 面 积 约 为 4.96 万 平 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18 万平

据了解，此次顺义“煤改气”补贴涉及
8 个镇 20 个村，
分别为：

（含）部分：

贴上限 1411.2 元。
用户采暖用气量 2500 立方米以上部
分：
不进行补贴。
补贴计算公式：
采暖季天然气补贴气量=（采暖季后
抄表表底数-采暖季前抄表表底数-采暖
季炊事及生活热水用气量）×天然气分户

此部分补贴包含两部分：

自采暖补贴标准÷采暖季当时天然气售

一、按照北京市顺义区市政市容管理

气价格

委员会、顺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顺义区

此外，顺义市政控股工作人员提醒广

方米，总投资 54665 万元，安置

高丽营镇（唐自头村）、后沙峪镇（西

天然气（含区域压缩天然气）分户自采暖

大涉及“煤改气”的居民，如遇问题，可拨

居民 140 户，安置房约 500 套。

田各庄）、李桥镇（李家桥村、后桥村、南半

居民用户用气补贴办法的通知》
（顺政容

打“52133333”24 小时市政综合服务热

壁店村）、马坡镇（秦武姚村、石家营村）、

发〔2013〕23 号）文件规定进行补贴，每立

线咨询。

南彩镇（前俸伯村、后俸伯村）、南法信镇

方米 0.38 元，补贴上限 311.6 元；

据了解，沙坨村紧邻首都
机场东侧，自 2008 年 T3 航站

文并摄/记者 孔令阳
通讯员/王琳

楼和第三跑道启用以来，村址
噪声在 85 分贝以上。沙坨村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解决了困扰了基层群众多年的
噪音
“顽疾”
。
根据顺义区总体规划，
2016 年 5 月，沙坨村棚户区改
造和环境整治工程拆迁完成，
拆迁后的地块进行了绿化。被
拆迁村民采取异地安置的方
式，安置房选址于顺义新城第 5
街区东北部，石园大街与顺泰
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即仁和
花园二区（仁和镇胡各庄村安
置房）东北侧。此外，顺义新城

顺义国税、地税两机构合并
北青社区报记者获悉，国家税务总局北

一到位，服务职能更加优化，办税效能进一步

两促进”，展现出税务机构改革后的新气象、

京市顺义区税务局近日正式挂牌成立，原北

提升。纳税人可在综合性办税服务厅、网上

新作为。

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北京市顺义区地方

办税系统统一办理所有税收业务，享受“一厅

机构合并对纳税人办业务并无影响，顺

税务局正式合并，这意味着纳税人办业务将

通办”
“ 一网通办”等更优质、更便利、更快捷

义区纳税人仍在顺义区的办税服务厅办业

更加便捷。同日，全市 19 个区级（地区）税务

的税收服务，12366 纳税服务热线同步实现

务：新顺南大街 39 号的综合厅以及不动产交

局同步挂牌。

涉税业务“一键咨询”。今后，顺义区税务局

易厅；南彩镇顺平辅线 81 号院的个体专业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顺义区税务

将全力以赴、扎扎实实做好组织收入、落实减

厅；李桥镇龙塘路后桥村段北侧及南法信镇

局已实现了联合党委组建到位、综合部门集

税政策、优化纳税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国税

顺畅大道物流园 8 街 9 号的车购税专业厅。

中办公到位、一厅通办先行到位、履行职责统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和税务日常工作“两不误、

文/记者 李楠

第 5 街区涉及的二类居住用地
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已编制完成。 文/记者 李楠

青年汇

参观抗日纪念馆
缅怀先烈

国家心血管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落户顺义
北青社区报记者日前从顺义区卫计委、
顺义

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并确定

内，成为顺义区中心的成员单位，依托国家心

区医院获悉，
国家心血管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

首批在全国成立 38 个分中心，其顺义区中心

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实现各级医

北京市顺义区中心（以下简称
“顺义区中心”
）落

落户顺义区医院。由顺义区医院牵头，将城

疗机构之间的互连互通，提升基层卫生服务

户顺义区医院，
李遂、
李桥、
张喜庄、
张镇等5家社

区、李遂、李桥、张喜庄、张镇 5 家社区卫生服

机构的高血压管理水平及服务水平。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医联体首批试点单位。这也

务中心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纳入医联体，这也

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高血压专病医联体。

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高血压专病医联体。

据悉，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

未来，顺义区 2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

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牵头，发起成立了“国

全部被纳入到高血压专病医联体顺义区中心

7 月 1 日下午，在顺义团区

防治再上新台阶，完善
“大健康”
医学模式。
文/记者 李楠 通讯员 刘伊娜 马士荣

5 条大街 夜景
“颜值”提升

委的带领下，顺义 20 余家社区
青年汇组织青年前往平谷鱼子
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

区卫生计生委主任董杰昌表示，要借此
契机，进一步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推动慢病

三级亮度

北青社区报记者获悉，
顺义夜景照明一期
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
涉及府前街、光明街、新

府前街（前景路—迎晨桥）

争为背景，以平谷人民及周边

顺街、站前街、右堤路 5 条大街的 149 栋楼体，

新顺街（顺沙路—幸福西街）

地区抗日斗争史实为线索，大

目前，整体安装工作已接近尾声。据了解，该

光明街（减河—幸福东街、燕京桥—燕京

量的纪实照片和实物生动地再

工程以生态、
宜居、
智慧城市为规划方向，
以
“光

现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百

美·顺义”
为规划主题，
用灯光打造城市晚装，
展

余名青年怀着崇敬的心情参

现顺义区风采，
预计7月15日前正式亮灯。

纪念馆以冀东地区抗日斗

观、瞻仰抗日战争纪念馆，深切
缅怀革命先烈。现场，青年们

街）
据了解，顺义夜景照明一期工程已于今
年 4 月初正式进场施工，总体灯光布置以暖

顺义夜景照明一期工程划分为三个亮度

色光为主，重点点位使用 RGB 可变彩光进行

等级，依据主要街道的功能定位依次展开。

点缀。此外，此次夜景照明工程灯具均经专

纷纷表示要坚守和传承，让伟

一级亮度

大祖国的复兴之梦生生不息、

府前街（俸伯桥—站前北街）

二级亮度

薪火相传。

新顺街（幸福西街—建新街）

府前街(站前北街—前景路)

康”的绿色照明理念，提高顺义照明质量。

站前街、光明街（幸福东街—燕京桥）

新顺街（建新街—仓上街）

文/记者 孔令阳

供稿/顺义社区青年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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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单位测算及现场选型，并优先选用高
效节能产品，采用“集中、高效、节能、环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