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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成立重大活动综合保障团队
在重大活动中提供全方位综合保障，覆盖原工商、质监、食药监管职能；首次“实战”让企业感受效率高效果好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4 月 9
日，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区市场监管
局成立重大活动综合保障团队。该
团队由 80 名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的
青年业务骨干组成，将在今后一系列
重大活动中，提供全过程、全维度、全
链条、全天候的综合安全保障。

一支队伍使重大活动监管
一步到位

据综合保障团队负责人唐红介
绍，区市场监管局重大活动综合保障
团队今后将根据具体任务，每 3 至 6
人为一组，小组成员覆盖原工商、质
监、食药等主要监管领域的工作职
能，重点针对食品安全、餐饮卫生、特
种设备、广告宣传、商标保护等领域

开展全面检查。
“以前的执法检查，经常是多个部

门轮流进行，现在综合保障团队成立
后，一支队伍就能完成以前所有的市
场监管任务，同时也为企业减少了负
担。”唐红表示，综合保障团队成员们
平时分散在各科室组队中，遇到大型
活动时，队伍便集中起来，从检查到服
务保障，使得监管任务一步到位。

首创保障手册实现业务深
度融合

重大活动综合保障团队成立当
天，便立刻启动首次“实战”，队员们
一同来到某酒店开展实地保障工作。

到达酒店后，综合保障工作小组
立即开展工作，重点针对食品安全、

餐饮卫生、特种设备等领域开展了全
面细致的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
员认真查看了电梯间、冷荤间、面点
间、食品库房及商品部等区域，重点
检查了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
则》和“外国知名品牌保护通告”等关
键制度的落实情况，详细了解了食品
原料进货索证索票、食品添加剂管理
使用和特种设备维护保养等有关规
定的日常执行情况，并对酒店内设广
告宣传是否合规进行了排查。

在紧张有序的保障检查工作中，
队员手中的一本《保障活动工作手
册》，引起记者的注意。

据唐红介绍，这本《保障活动工
作手册》中涵盖了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市场秩序等各个监管领域，共涉

及 18 个大项 63 个小项的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工作流程和突发情况现场
处置指导。让每一名队员都能在短
时间内迅速了解各领域的监管重点
和执法要领，有效提升了个人工作能
力和整体监管效能。据了解，此举在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属于首创。

一轮全方位监管为企业
“减负增效”

随着检查工作的紧张开展，一项
项检查结果和一组组数据源源不断
汇集到一起，酒店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立体地呈现在保障小组面前。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详细了解
了该酒店整体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并
适时提出了工作建议。”唐红表示，

通过综合保障团队的首次执法活动
能感受到，整合后的综合保障工作
小组检查手段更加丰富，各领域检
查数据实时共享，风险防控无缝衔
接，极大增强了市场监管的叠加效
应，提升了破解监管难题的能力，使
我们更有信心做好今后的重大活动
保障工作。

酒店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感慨道：“安全生产、守法经营是企
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应
尽的义务。在以前的检查中，我们往
往要面对几个部门的几轮检查。但
今天一个执法单位一轮检查就涵盖
了以往全部的工作内容，既帮助我们
完善了工作，又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正
常经营秩序的影响，我们觉得这样的
工作效率又高，效果又好！”

扶贫农产品走俏 销售额超36万
市区联动助力消费扶贫；10天间接带动4000余受援地区贫困人口

NBA旗舰店落户王府井
银泰in88逐步提升业态，两个月来引入两家旗舰店，销售额和客流量大幅提升

停车场关闭 居民问计停车难

旅游车违停 抢占路侧车位

“吹哨报到”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我区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滢）为期 10 天
的北京市消费扶贫市区联动暨东城
区主题日专场活动日前正式落幕，
200余种充满地方特色的优质农产品
集中展示，吸引各方力量参与扶贫消
费，各类商品累计销售额超36万元。

间接带动贫困人口4036人

主题日专场活动集中展示展销了
来自我区 5 个结对帮扶地区的 200 余
种原生态优质特色产品。其间，主办
方先后组织开展受援地区特色推介、
大宗商品 VIP 专区洽谈交易、企业产
品市场准入培训等环节，通过专场展
卖、现场采购、定向直采、商超对接等
活动，实现带动受援地区贫困户增收

脱贫、首都市民获得实惠的互利共赢。
区属各单位、学校、中央机关集

中组织干部群众参加展销活动。区
外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参展的受援
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重新定位了大
家对农产品的认知，有效解决了受援
地区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据统计，
东城区主题日活动共销售各类商品
超36万元，间接带动受援地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1345户、4036人。

推动消费扶贫走进更多单位

与此同时，我区充分利用受援地
区企业来京参加展销会的机会，分别
组织 5 个地区企业与新世界超市、崇
远万家、东单菜市场等商超企业进行

对接，进一步推进受援地区农特产品
在京落地；组织北京知名商贸企业及
新发地批发市场前往阿尔山市、化德
县等地区实地考察和调研，了解当地
实情，增强对当地产品的认知度，推
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市扶贫支援办
发起、区外联办承办，旨在充分发挥市消
费扶贫双创中心在推动全市消费扶贫工
作中的带动效能，推动北京市受援地区
扶贫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商超、进社
区、进学校、进食堂、进餐饮、进酒店，动
员和吸引各方力量参与消费扶贫。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将积极宣
传推广，加强电商扶贫力度，拓宽特
色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受援地区产品
在京的影响力，助力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庄蕊）4 月 10 日，全
国最大 NBA 旗舰店在王府井大街银
泰 in88 正式开业。这是两个月来落
户银泰 in88 的第二家旗舰店。记者
从银泰 in88 获悉，作为今年我区重点
经济提升楼宇之一，银泰 in88 正逐步
提升业态，除了引入旗舰店，未来还
将有一系列举措。

两家旗舰店接连开业

NBA 北京旗舰店位于银泰 in88
一层西侧，与两个月前开业的乐高旗
舰店对称分布。两层超大购物空间占
地1145平方米，包含NBA球员版场上
装备、个性化定制球衣、含有北京特色
元素的服饰以及复古商品专区。

一楼是耐克篮球体验店，售卖耐
克和乔丹品牌的 NBA 球员及球迷款
球衣。最吸引人的要数 NBA 在中国
大陆首次推出的线下个性化球衣定
制服务，消费者可以挑选喜欢的球队
服装，并在上面印上数字或名字，定
制属于你自己的球衣。据销售人员
介绍，定制一款球衣大约需要半个小
时，不过由于定制数量较多，目前需
要等待一周左右。

二楼设有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
复古商品区。乔丹、艾弗森、奥尼
尔……众多 NBA 退役球星当年参赛
时穿着的球衣被原版复制，其中时间
最早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杰里·韦斯
特效力于湖人队的 44 号球衣。据了
解，这些服装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喜欢
篮球的消费者，他们有的买来收藏，
有的作为休闲服装穿着。

詹姆斯的签名球衣、乔丹的签名
球鞋、科比的签名藏品……二楼还有
众多球星的签名藏品，展出的同时也
对外销售。

客流量销售额双提升

NBA 北京旗舰店是两个月来入
驻银泰 in88 的第二家旗舰店。作为
今年我区重点经济提升楼宇之一，银
泰 in88正逐步提升业态。

“从2017年底开始，银泰 in88将商
业区域调整为地下一层至三层，四至
八层为写字楼。其中B1层在餐饮的基
础上，增加了药房、家居、便利店等业

态；三层由原来的时装区改为餐饮区，
引入绿茶、南京大牌档、小吊梨汤等餐
饮品牌。”银泰 in88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年初引入的旗舰店使商场在
销售额和客流量方面大幅提升，2月22
日开业的乐高全球旗舰店在开业当天
创下全球销售纪录，至今销售业绩稳
居全球第二；NBA旗舰店试营业三个
月来，销售业绩也居全球第二。

记者在现场看到，四至八层写字楼
的专用通道已建设完毕，一楼的阿迪迷
你品牌中心、三楼的海底捞餐厅正在装
修中。“下一步，银泰 in88将引进更多知
名品牌形象店、旗舰店，打造多业态组
合，重塑商业格局。”该负责人说。

近日，有居民通过微博反映，
位于国旺胡同西口的停车场关闭
后，停车很不方便。4月11日，记者
实地走访了该停车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大门
紧闭，空旷的场地上依然保留着收
费亭、停车杆等设备，地上的车位
线依稀可见。

据周边居民介绍，这个停车场
已关闭了好几个月，之前大约能停
放 300 多辆车。“停车场关闭后，我
只能把车停在胡同里，每天要花很
长时间找车位。”在附近工作的周

先生说。
周边居民则表示，由于停车场

收费较高，不适合居民长时间停放
车辆，因此该停车场关闭对生活影
响不大，但是希望政府提供价格适
合居民的停车位。

记者从区交通委获悉，该停车
场属于某单位，并不是政府设置
的。为了解决该地区停车难题，一
方面街道办事处已在安外西河沿安
排了停车位；另一方面，我区统筹计
划在二环项目地平整场地部署停车
场，解决北锣鼓巷片区停车难题。

东四西大街南侧停车场有 40
多个小轿车停车位，平时供社会出
行车辆和周边居民停放，今年 1 月
1 日后，依靠高位视频设备实行电
子收费。

4月9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东
四西大街南侧停车场看到，10多辆
大型旅游车沿着路边一字排开，几
乎占满了停车场。由于大型旅游车
的宽度和长度比小轿车大很多，因
此很多车辆压线停放。不仅如此，
有的大型旅游车还停放在了禁止停
车的位置。记者在现场没有看见停
车管理员。当天下午 3 时许，仍有
三四辆大型旅游车停在原处。

据周边居民反映，这种情况经

常出现。东四西大街南侧有若干
小区，今年2月，东华门街道通过摇
号将路边停车位开放给居民使用，
这些旅游车违规停放，不仅占用了
居民停车空间，还造成安全隐患。

“今天早上开车进入辅路，左侧的
视线完全被路边停放的大车挡住，
十分危险。”家住东四西大街 40 号
的李先生说。

去年 12 月北京曾启动专项治
理，规范核心区旅游客车停靠。根
据《北京市核心区旅游客车治理工
作方案》规定，禁止旅游客车在二
环内道路路侧非大客车停车位违
规停放。旅游客车落客后可选择
二环内正规停车场停放。

本报讯（通讯员 魏君兰）近日，以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改革”为主题的“深化党建引
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理论研讨
会（东城区分论坛）”在区委党校举行。
来自市党建研究会、市委党校、各区“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专班、各区党建
研究会、各区委党校及论坛承办区代

表，共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是根据市委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要求，为深入总结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经验，把成功
的实践上升为理论，指导主推党建引
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深入开
展的分论坛之一，是市党建研究会、
市委党校联合举办深化党建引领“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理论研讨会
的组成部分。

与会的领导干部与专家学者纷
纷表示，此次研讨会是对“吹哨报到”
改革的系统性梳理和探索，对深入推
进党建引领“吹哨报到”工作有很大
的借鉴意义，为深化“吹哨报到”机制
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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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东四西大街南侧停车场

地点：国旺胡同西口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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