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本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百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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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回应公众关切两万余次

机关政务舆情回应细则今年出台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
《2016 年北京市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昨天公布，2016 年本市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 1000912 条，其中回应公众关注热点
或重大舆情 22305 次。今年本市将强化政务舆情
回应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会商、研
判、回应、评估机制，出台本市行政机关政务舆情回
应实施细则。
据介绍，去年，本市围绕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政府自身建设等重点领域推进信息
公开。在主动公开的 73 万余条重点领域政府信息

中，
食品安全类信息最多，
达到 37 万余条。2016 年
全市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 22305 次。本
市还制定并公布了覆盖市、区、街道（乡镇）三个行
政层级的《北京市重点领域政务公开三级清单》。
清单首次从市级部门延伸到基层一线，
其中市级 47
个领域 559 条目录信息 2828 项内容标准。为了强
化绩效管理和考核监督，政务公开工作列入全市市
级部门绩效考核体系，分值权重提高至 5%。本市
还按季度对全市 1000 余家政府网站内容建设情况
开展“拉网式”全面检查，深入挖掘问题，定期通报

检查结果，提出整改建议。在国务院办公厅开展的
全国政府网站季度抽查中，
本市合格率均达 100%。
今年，本市将进一步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在全市选取基层试点单位，重点围绕基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税费收缴、征地补偿、环境治
理、公共事业投入等群众关切信息，以及劳动就业、
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宅基地审批、涉农补贴、医疗
卫生等方面的政务服务事项，开展“五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试点工作，
形成基层政务公开标准规范。
本市今年还将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三级清单

三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昨日破土
人勤春来早
撸起袖子加油干

【

【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日，南水北调市内配套
工程项目大兴支线工程、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河
西支线工程同时破土动工，这标志着北京市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第三阶段建设正式启动，到 2020 年，本
市可利用外调水 15 亿立方米，比目前增加将近五
成。城市副中心、新机场等重点区域和房山、大兴、
门头沟等新城的供水安全保障将得到有效提高。
昨日，亦庄南海子公园以东隐蔽的工地内，几
台挖掘机此起彼伏着。
“ 这片将来就成为一个大的
调蓄池，容积可达 207.5 万立方米，呈现如意形状，
与现有的一期 52.5 万立方米的调蓄池，形成‘如意
抱玺’的好兆头，建成后有可能比团城湖更漂亮。”
市南水北调办亦庄调节池扩建现场项目部部长崔
嘉在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规划效果图前比划着。
自 2014 年 12 月 27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通水进京以来，北京累计收水已达 20.7 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在缓解水资源紧缺、保障城市安全供
水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市南水北调办投资计划处处长王建宾表示，大兴支
线工程、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河西支线工程同时
破土动工，这意味着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三
阶段建设正式启动。
王建宾指出，上述三项工程皆为第三阶段建设
的重点工程。其中，大兴支线工程起点位于北京大
兴区，往南延伸至河北固安县，将连通北京南干渠
与河北廊涿干渠，主要为首都新机场区域及南部地
区供水，计划 2018 年底具备通水条件。该工程可
直接连通北京、河北两省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为
本市新增一条南水北调中线调水进京通道，增加外

调水量和首都供水安全保障；河西支线工程自房山
大宁调蓄水库取水，规划为丰台河西第三水厂、首
钢水厂、门城水厂供水，为丰台河西第一水厂、城子
水厂及石景山水厂提供备用水源，计划 2020 年具
备通水条件。工程将重点解决丰台河西及门头沟
地区的用水需求，提高石景山地区的供水安全保
障，也是本市规划第二道南水北调水源环线的一部
分，
可有力促进非首都功能向郊区疏解。
据了解，目前本市中心城区供水保障系数为

袋儿淋、
鸳鸯雪糕等新品将在 5 月同期回归

1.2，
和国际特大城市 1.3 到 1.5 的保障系数还存在差
距。通过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三阶段的建设，到
2020 年，本市每年利用外调水的能力将达到 15 亿
立方米，比目前增加将近五成。第三阶段建设，将
结合第一条南水北调输水环路，沿六环逐步修建第
二条输水环路，为远郊区县和重点新城打通水源输
送通道，进一步提高门头沟、昌平、顺义等新城和城
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的供水安全，为各新城承接新
产业、新功能提供保障。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均价将确定在 2.5 元左右

市。
“这三款产品主要走的是‘大众路线’，定价也比
之前推出的双棒低了不少，其中鸳鸯雪糕的口味为
香蕉牛奶。
”
继北冰洋恢复双棒雪糕后，很多人对小时候吃
过的北冰洋袋儿淋也是念念不忘，这款塑料袋包装
的冰激凌诞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上世纪 80 年
代冰箱开始普及，一元钱一袋的袋儿淋成为很多家
庭冰箱冷冻室里的常客。虽然北冰洋的明星产品
都留有老配方，但完全按照老配方生产出的产品，
已经无法适合当下的消费需求。因此，近年来北冰
洋在传承老品牌的基础上，新上市的产品在老配方
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
使口味得到了升级。
邢慧明表示，恢复每一款冷饮时为了调出最满
意的口味，研发团队都会邀请各年龄段的人进行数
百次的品尝，根据每次品尝的意见回馈，对产品进

行调整。此次经过半年的时间，袋儿淋的口味终于
定了下来。前期将率先推出草莓口味，后期将陆续
推出菠萝、哈密瓜等口味。据介绍，新袋儿淋每袋
为 200 克，无论是配料还是生产工艺都较以往有所
提升。老袋儿淋中奶的成分较少，而水的成分更
大。在配料上，新袋儿淋的要求更为严格，以草莓
口味袋儿淋为例，使用纯天然无水奶油，奶香味更
浓并添加草莓果酱。
邢慧明介绍，袋淋儿的包装几易其稿，目前还
没确定，因此具体上市时间在 5 月左右。此外很多
人惦记的“小碗儿”冰淇淋也有望在今年夏天推
出。只是目前，
“小碗儿”的口味、包装、规格还都没
有最后确定，只是曾经纸质的“碗儿”将更新成塑料
的。他透露，除了义利食品连锁店可以买到这些冷
饮，
今年还将在经销商渠道进行铺货。

本市设 20 个义务植树接待点
分布在除东西城外的 14 区

本报讯（记者 王斌）下周六是首都第 33 个义
务植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从首都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获悉，今年全市春季设立了 20 个义务植
树接待点，分布在除东西城外的 14 个区，附近有饮
用水源、卫生间，市民全年可参与养护，面积达到
1368 亩。同时，市民还可以到地坛、月坛等市区公
园认养古树名木及绿地。
据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3
月下旬到 4 月下旬是北京植树的黄金时节，每年 4
月第一个休息日为首都义务植树日。今年，全市春
季共设立了 20 个义务植树接待点，植树面积达
1368 亩。首都市民可以从即日起联系全市各区接

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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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接待点附近均设饮用水及卫生间

待点，报名参加义务植树劳动。为了给市民参与植
树劳动提供最大的便利，全市各义务植树接待点附
近都有便捷的公共交通、有饮用水源、有小食品售
卖、有卫生间。此外，全市还设立了 30 处林木认养
接待点、30 处古树名木认养接待点和 32 处绿地认
养接待点，市民可以登录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查
询，
也可以关注首都园林绿化官方微博、微信。
“三分栽、七分养”，北京市经历了三十多年的
义务植树过程，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本
市已经从大面积种树转向大面积养树。为此，今年
本市设立了 21 处义务植树尽责基地，今后，首都市
民全年都可以到基地中通过参加修枝、涂白、除草

等抚育劳动来履行植树义务。北青报记者获悉，首
都绿化办今年在全市东、南、西、北四个区位分别选
择共青林场、六合庄林场、京西林场、八达岭林场作
为试点设立市级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面积
达 2300 亩，而各区也设立了区级义务植树尽责基
地，面积共 14658 亩，全市 21 个基地将常年接待首
都市民通过抚育劳动来履职尽责。据了解，全市还
将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工作，实现实体植
树和网络植树的有机结合。通过探索多种有效途
径履行植树义务，逐步实现义务植树接待全年化、
常态化、全民化和规范化，为首都市民更好地履行
植树义务创造便利条件。

真正的激励是欣赏孩子的非智力因素
案例

微信公众号提问：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孩
子平时有点成绩就表扬，可是现在发现孩子有点虚
荣，而且感觉反而上进心少了，这是什么情况？

专家观点
丰台二中校长何石明:有人说
“好孩子是夸出来
的”，但并不主张一味夸孩子，夸赞本身有感性的赞
许表扬与理性的欣赏激励之分，不理性的夸耀可能
贻误孩子的成长。做父母的，
常有一种虚荣心，
比如
喜欢客人夸自己的孩子长得好看、帅气、个子高，甚
至陶醉于被人家夸孩子聪明、反应快。可是，
这些外
在的相貌或者先天的智力因素，在孩子面前过多强
化，
不是好事，
长此以往，
孩子会因此沾沾自喜，
以外
貌或智力为资本，
不求上进，
爱慕虚荣。真正的激励
是欣赏孩子非智力因素，
鼓励孩子用功，
称赞孩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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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管理，强化政务舆情回应机制建设。建
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会商、研判、回应、评估机制，
出台本市行政机关政务舆情回应实施细则。此外，
针对第三方评估依申请公开问题和败诉案件中存
在的共性问题，梳理汇总申请受理、办理、答复各环
节中的突出问题，逐项提出操作性工作建议，指导
各级行政机关提升政务公开的规范水平。今年还
将在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各环节充分引入公众参
与机制，研究本市重大行政决策公开、行政机关扩
大公众参与、加强政民互动的相关工作意见。

人社部集中治理
出租挂证乱象
本报讯（记者 解丽）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
师、执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出去
牟利的现象，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人社部
将治理“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
尽快研究提出根治
“挂证”
的方案。
该负责人分析说，
“ 挂证”现象之所以存在，有
其原因。首先，职业资格证书持有人通过证书挂靠
可以牟利，企业通过证书挂靠既能满足资质审查的
需求，又可以节省人工成本。而一些中介服务机构
因为有利可图积极牵线搭桥，助推“挂证”升温。此
外，一些部门过高设置企业开办、年检时人员资格
权重条件，一些不具备人员条件的企业为取得资质
寻找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挂靠，成为“挂证”的
现实需求。同时，建筑、药品零售等行业发展较快，
对执业人员需求较大，尚未形成诚实守信的市场环
境；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发现、查处证书挂
靠违法行为较为困难。
该负责人透露，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负
有“挂证”监管的主体责任，要针对本行业存在的突
出问题，切实履行职责，尽快研究提出根治“挂证”
的方案。

北冰洋小豆冰棍今夏有望回归
本报讯（记者 李佳）承载许多 70 后、80 后童年
记忆的北冰洋再度发力今夏冷饮市场，
小豆冰棍、奶
油冰棍、袋儿淋、鸳鸯雪糕等新品将在 5 月上市，其
中小豆冰棍、
奶油冰棍将用蜡纸包装，
主打怀旧牌。
北冰洋食品公司总工程师邢慧明介绍，今年夏
天，
北冰洋将在去年 9 种雪糕冰棍产品的基础上，
增
加小豆冰棍、奶油冰棍以及鸳鸯雪糕等产品。
“与去
年推出的奶油小豆冰棍口味不同，今年夏天新出的
小豆冰棍更加冰爽，里面小豆的含量达到 20%以
上，可以吃出明显的红豆。”据了解，新出的小豆冰
棍、奶油冰棍两种冷饮都采用了传统的蜡纸包装，
而且完全是手工包装，虽然人工成本增加不少，但
更加体现出怀旧感。
据邢慧明透露，今年北冰洋新推出的三款冷食
产品，定价更为亲民，均价 2.5 元左右，将在 5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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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善良、做事细致、有责任心、守规矩等等，
欣赏孩子
主观上的、后天的非智力因素，
包括意志、性格、情感
等，
可以让孩子更务实、
更自信，
品质优秀。
何石明校长表示，
夸赞孩子要讲究门道，
夸孩子
的兴趣爱好。孩子的兴趣爱好，不是家长的兴趣爱
好，
也不是家长给孩子报的兴趣班上学的特长，
孩子
的爱好还是要靠家长去发现。总是蹦蹦跳跳、在家
待不住的孩子，可能喜爱什么运动项目；一天到晚
“喋喋不休”的孩子，可能爱演讲、善表达；节奏感好
的孩子没准爱音乐。第三就是夸孩子的人品，不要
只看孩子的成绩，更要看重孩子的人品。比如孩子
考了 59 分，
但绝对不作弊，
这样的诚信值得赞赏。
夸孩子做自己，不与别人家的孩子比。孩子最
忌讳家长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越比越让孩子
觉得没信心。实质上，孩子渴望家长尊重孩子自己
的世界，多鼓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最后，要夸孩
子努力付出。孩子的身体条件、智力因素各不相

同，很多与遗传基因有关，而这些不能被家长过分
强化。成绩考好了，不要过多表扬孩子聪明，要欣
赏孩子更用功了；孩子背单词表现不错，不要简单
表扬孩子记得快，要鼓励孩子克服困难的勇气；少
夸耀孩子长得好看，而要多激励孩子强大内心，做
最好的自己。
文/本报记者 武文娟
（话题征集：在育儿的过程中，您有哪些困惑、
迷茫？请您与我们联系 jyyz@ynet.com，也可在微
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予以回复，并
针对您的话题进行探讨）

解读权威政策

回应教育关切

96156 社会救助
服务热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 蒋若静）北青报记者从市民政局
获悉，
依托现有的
“96156”
社区服务热线，
全市统一
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开通，本市居民申请城乡低保、
特困人员供养、低收入等基本生活救助和专项救
助，或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事故、罹患重大疾病等特
殊情况造成生活困难，均可拨打北京市社会救助服
务热线 96156 进行咨询和求助。
有需要的市民通过拨打 96156，热线工作人员
会记录求助人反映的问题，符合条件的转相关街道
（乡镇）。街道（乡镇）将根据求助内容了解实际情
况，进行政策宣传，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为其提供
社会救助服务。逾期未将办理结果反馈热线工作
人员的，
由相关区民政局负责督办。
据悉，96156 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热线是由北
京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负
责运营，
实行 24 小时热线服务，
能够提供咨询服务、
家政服务、综合修理、为老服务、租赁服务等 200 多
个服务项目。

卓美教育已退回
预付高额学费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3 月 15 日，本报发表了
题为《卓美教育预付高额学费为啥退不回？
》的报
道。昨天，北青报记者从线索人马女士处了解到，
马女士已收到该机构退回的学费。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
马女士于去年 8 月 14 日为
5 岁的女儿在卓美教育双井校区一次性缴纳一年
25800 元的儿童英文戏剧培训费，但三个月后该培
训机构仍因人数不够没有开班。近日一节课没上
的马女士的女儿因马女士夫妇工作关系要到外地，
希望能够退款，
但其要求却遭到卓美教育的拒绝。
昨天，马女士向记者透露，在本报报道刊出的
第二天中午 11 点多就接到卓美教育双井校区负责
人同意退款的电话，
“ 该负责人告诉我说没上课应
该给退款，公司也不会扣顾客钱不给。”马女士说。
随后，马女士于 3 月 18 日到该机构办理了退款手
续，并于昨日收到退款转账。马女士说：
“我上周六
去办的退款，周一钱到账了，扣除刷卡费 258 元，一
共收到退回的学费 25542 元”
。

颐和园票房员工
违反规定被停职
本报讯（记者 王斌）近日，
有网友爆料称，
在颐
和园门口排队期间，看到有票贩子从售票处工作人
员处拿票。对此，颐和园管理处昨天作出回应，票
房工作人员未在售票窗口售票，违反了颐和园票务
管理规定，公园管理部门已对其停职检查处理。同
时，园方请求公安部门介入调查，目前相关工作已
经展开。
针对 3 月 19 日网友微博爆料北宫门游客购票
等候时间过长及工作人员违规行为，颐和园管理处
昨天作出回应，颐和园票务系统升级改造完成之
前，
颐和园北宫门于 20 日起从日常的 5 个售票窗口
增加至 8 个，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售票窗口增加至
12 个，
同时增加现场管理人员维护购票秩序。
昨天，颐和园对全园各售票岗位进行全面培
训，进一步规范公园售票服务及管理工作。园方表
示，将诚挚接受公众监督，在此向社会公布监督电
话：62860608（8：30-16：30）。一旦发现工作人员
存在有损游客利益的行为，颐和园将严肃处理，决
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