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市场除了卖菜还能做什么？西兴隆街上的“微
风市集”给出了答案，这里没有传统菜市场的嘈杂，有
的是干净整齐的卖场和安静的活动空间；在售卖蔬菜
瓜果的同时，定期举办各种有趣的体验活动；未来还将
开放二层的露台，供人们看书、喝茶。 记者 庄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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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集中发还执行案款84万余元
涉及劳动争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民生案件67件；成立速执团队加速对涉民生案件执行

微风市集：带客厅像咖啡馆的菜市场
3月11日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3 月 11 日起，我区各街道陆续发布免费
体检预约的消息。据介绍，该体检面向我区65岁及以上老人和60岁
以上无保障老人，预约时间将持续到 10月底。区卫计委社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区共为 5 万多位老人进行了免费体检。请各
位老人合理安排时间尽早预约。

体检项目：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
物理体检、B超、口腔等。

预约办法：有体检意向的老年朋友请到所在街道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或卫生站预约体检日期，并填写健康体检表。

社会化养老的老人开始免费体检

3月12日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3 月 12 日，在 2019 年东城区国家卫生区
复审工作动员部署暨培训会上，市爱卫办专家就国家卫生区复审工
作进行了详细解读。区卫计委主任林杉表示，东城将按照国家、市里
的标准和指导，建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的工作机制，强化督导和落
实，为打造“健康东城”而努力。

东城迎来国家卫生区复审

本报讯（记者 李滢）3 月 12 日，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对口帮扶地
区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人力社保局，举办“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
贫攻坚”2019 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崇礼区根据我区人力社保局
提供的 50家单位的近两千余岗位信息，为前来咨询的求职者进行详
细介绍。参加现场招聘的 30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298 个、发放《就
业扶贫岗位信息推送册》800余份。碧桂园集团、本地滑雪场、宾馆饭
店等企业进行了本地招聘。

“春风行动”送2000岗位到崇礼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3月12日，
区法院对一批涉民生案件的执行案款
进行集中发还，此次发还执行款总金额
84.68万元，涉及劳动争议、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等类型案件67件。

公司裁员未付清工资

江某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案就是上
述案件中的一起，江某等12人先后加
入某体育公司，从事销售、管理、媒体等
工作，后因经营出现问题，该公司开始
裁员，但并未向江某等12人付清工资。

江某等人多次要求公司支付工
资被拒后,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定该公司分三
期，于 2018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
2019年6月底向江某等人给付工资。

但该公司在履行了第一期义务后，
并未向12名申请人支付第二期共计30
余万元的劳动报酬。2019年1月，江某
等12人相继向东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动真格成功“讨薪”

收到案件后，区法院立即向该公
司发出传票、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并对该公司财产进行查询，冻结
了其名下银行存款 4 万余元，但与申
请执行金额30余万元相差甚远。

据区法院执行二厅法官助理孙
雪峰介绍，法院多次电话联系被执行
人，但该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且法
定代表人拒绝到法院接受询问调查。

鉴于此，执行法官迅速展开调
查，发现被执行人已不在原注册地
经营，而是搬至别处继续营业。2 月
20 日，区法院执行干警对该公司的
实际经营地进行搜查，对该公司办
公场所内的财产进行查封，并再次
送达传票，要求其法定代表人到法
院接受询问。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意识到强制
执行的严肃性，次日来到法院，执行
法官明确告知其必须履行义务，否则

法院将拍卖公司的财产，并对其本人
采取拘留、罚款等措施。

该法定代表人表示，公司目前经
营困难，但下月就会有相应收入入
账，并保证一定会主动履行第三期给
付义务，希望法院不要对公司的财产
进行拍卖。当天，该公司将 15 万元
的案款交至本院，并在一周后将全部
案款缴纳至法院。

孙雪峰说，由于被执行人已认识
到法律的严肃性和自身错误，并开始
积极履行义务，我们秉承善意执行理
念，采取了对被执行人经营影响较小
的“活封”，让被执行人能继续经营，
也是为其将来履行义务创造条件。

区法院重视执行涉民生案件

据了解，区法院高度重视涉民生案
件的执行，在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
优先发款原则的同时，成立速执团队加
速对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并且加大对劳
动争议案件被执行人经营场所调查、搜
查的力度及对被执行人公司主要负责
人的传唤、询问力度，将大量被执行人
恶意转移或隐匿财产的案件执行完毕。

除当天的执行案款集中发还，今
年 1 月，区法院执行局还向 3 名涉民
生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发放了保险救
助金共计 10.42 万元，使生活困难的
申请执行人切实感受到司法温暖。

文艺范儿和物美价廉

春天暖阳高照，从王府井一路步
行穿过东交民巷，来到西兴隆街，在
转角处遇到一个白色二层小店，“微
风市集”的名字和文艺范儿的外观使
它看上去很像咖啡馆，但橱窗里五颜
六色的水果和价签却告诉行人，这里
是一家菜市场。

走进大门，白色系为主的卖场干
净整齐，水果、蔬菜、肉类、粮食、主
食，该有的功能性需求一样不少。在
水果区，除了苹果、香蕉这种常见的
水果，百香果、椰子、杨桃、脆柿子等

“刁钻”的水果也能买得到，最新上市
的无花果、菠萝正当季；春天各种苗
菜陆续上市，豌豆苗、小白菜苗、芹菜
苗种类齐全，嫩得能掐出水来；在猪
肉柜台，切好的肉块、肉丝儿、肉片儿
拿回去就能下锅；旁边的牛肉专柜，
各种腌制好的牛排价格实惠；每天早
上 7 时，主食厨房准时开门，除了馒
头、花卷儿、包子、馅饼等各种面食
外，还有京味小吃驴打滚儿；粮食柜
台一小格一小格抽屉式的设计拿取
方便，红豆、绿豆、黑米、小米……各
种杂粮种类丰富，质地干净。

据了解，微风市集的房子原本由
两个不同时期的建筑体块构成，早先
用于临时办公和仓储，腾退后改建成
菜市场。建成后，周边的居民和企业
职工成了这里的常客。

二层可以下厨做美食

离开一层的“烟火气”，顺着楼梯
来到二层，一个文艺范儿的空间展现
在眼前。右手边，春风习习杂志图书
馆在这里设置了阅读空间，根据微风
市集的特点摆放了很多关于老城保
护、历史文脉、建筑设计、生活方式、
美食烘焙的图书。此外，还有国内很
难见到的原版书，供大家免费阅读。
左手边，原木色与白色搭配的客厅
里，整齐地摆放着餐桌和椅子。

客厅两侧，一个个大窗户让阳光
毫无保留地洒进来，使整个空间温暖
明亮。

坐在客厅里，从窗户的南侧望
去，青砖灰瓦的北京民居鳞次栉比，北
侧则是老屋顶、新建筑融合交错的天
际线。窗户仿佛画框一般，画中是胡
同中人们悠闲的步履，是城市的现代
和历史同时出现的穿越感和人情味。

窗外，经过整治的百年老街——
西兴隆街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业态，
白天是咖啡厅，晚上变成酒吧的混合
经营店铺，种类丰富、环境清新的面
馆，设计感十足的饰品店陆续开业。

客厅还设置了简单的厨房，准备
了烤箱和餐具，附近的居民可以来这
里参加活动，也对外开设与美食、烘
焙相关的课堂。邻里之间的茶话会、
老年人聚会包饺子、年轻人的火锅聚
餐……几乎每周，这里都举行不同种
类的活动。

开春后，微风市集推出了全新的
下厨房系列活动——春日食“鲜”，父
母可以带着孩子或相约好友体验下厨
的乐趣，菜单包括每份从10多元到60
多元不等的菜品、饮料，如蒜香番茄烤
鸡腿、西班牙Tapas、日式舒芙蕾松饼、
气泡酸梅汤、奶昔万花筒等，食材由微
风市集提供。客人可以通过电话预
约，制作时既可以按照微风市集提供
的菜品视频，也可以自己创新。

未来，微风市集还打算开辟二层
的露台，预计五六月完成装修，到时
候人们可以在露台上看看书、喝喝
茶、发发呆，或是闭着眼睛听听鸽哨，
享受安宁的时光。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3 月 11 日下午，崇外街道团工委联合街
道司法所、区工商分局消保科、前门工商所来到北京市 96中，给学生
们上了一堂“消费警示与维权常识”课。现场，专业人员从消费投诉
多发领域——预付费消费入手，介绍了预付费消费的主要形式、概
念、存在的八大陷阱。同时，还讲解了理性消费、辨别山寨货、防诈骗
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崇外街道进校园上消费维权课

红桥市场举办“3·15”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庄蕊）3 月 12 日，红桥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举办以

“维护消费安全环境，打造放心品牌形象”为主题的“3·15”宣传活
动。活动中，消费者协会为红桥商家宣传诚信经营的理念，国标有色
金属检测中心讲师为大家讲解了宝石鉴定基础知识。

当天，红桥市场向 10名诚信商家发放绶带，并发出诚信倡议，组
织全体商家响应倡议号召，提升自身消费观念与维权意识。

本报讯（记者 李滢）3 月 11 日，
北京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当天下午3
时 30分许，北新桥街道炮局四条 6号
门前一棵杨树倒伏，树冠压住了空中
的电线。

接报后，青龙社区党委书记王学
义，社区专员周伟良，社工伊仲安、李

苏、周秋燕及北新桥街道城市管理办
公室、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平房区
物业相关负责人及绿化人员立即到
场查看。

据在场人员回忆，该树高约 10
米、直径约 60 厘米。商议之际，大树
在风的作用下倾斜度数已超过 45°。

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立即与供
电局、北京市路灯处取得联系，根据
供电局工作人员及北京市路灯处工
作人员判断此处电线为路灯电线。

此时已是晚 7 时，胡同里的路灯
均已开启，电线处于通电状态，树冠
压到电线上存在火灾隐患。根据判

断，倾倒大树周边房屋为石棉瓦顶，
无法到房顶进行伐树作业，周围也再
无支撑点可以进行伐树作业。城市
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立即向区园林
局反映，调动专业抢险车辆及专业绿
化人员支援。

在社工的协调下，居民主动移走

胡同内停放车辆，方便抢险车辆顺利
进入；6号院居民离开房屋，以防伐树
过程中树枝树干掉落砸伤。北京市
路灯处工作人员关闭路灯闸门后，区
绿化一队立即开始伐树作业。

时至当晚 9时 30分，整棵树被全
部伐掉，隐患被安全解除。

北新桥街道

风吹树倒“触电”多方5小时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