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曹蕾）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西城
区人民政府、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 “2017北京国际茶业
展 2017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
展 2017遵义茶文化节” 将于6月
16日到19日在北京展览馆和北京
马连道茶叶第一街同时举行。本
届活动将突出“一带一路”茶文化
元素，通过设置北京茶叶博物馆，
反映中国茶的包容性、 亲和力和
凝聚力。

2017北京国际茶业展全展览
面积共计25000平方米，设有1000

个标准展位。 分设包含西城区展
馆、遵义市展区、湖南省、江西省、
安徽省、 福建省等多个产茶大省
专区，百强企业展馆、全国重点产
茶县展馆、台湾馆、国际馆等多样
展馆，以及精品茶具及茶包装区、
媒体直播间等多样化内容展区。

活动期间， 还将推出更独具
特色活动。届时，茶叶企业的新品
推介会、全国名优茶评比大赛、世
界精品茶叶品鉴大赛（WTTC）等
专业活动、 万名小茶人逛大茶展
系列活动、“马连道” 中国茶艺表
演大赛等活动将纷呈上演。

北京国际茶业展16日开幕
将突出“一带一路”茶文化元素

加强城市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昨
天， 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显
示，5月1日至5月31日， 北京市共
报告法定传染病20种， 共计9291
例，死亡15例。其中，流行性感冒
比前一个月下降了52.99%。

据悉，5月北京市乙类传染病
报告比前一月上升29.16%， 比去
年同期上升11.09%。其中，猩红热
比前一月上升131.27%，痢疾比前
一月上升49.73%。 乙类传染病报
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

肺结核、痢疾、猩红热、梅毒和病
毒性肝炎， 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
数的92.38%。同时，丙类传染病报
告比前一月上升39.48%， 比去年
同期下降16.17%。其中，手足口病
比前一月上升183.11%，其他感染
性腹泻病上升43.07%， 流行性腮
腺炎上升31.16%， 流行性感冒下
降了52.99%。

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
三位的病种依次为其它感染性腹
泻病、 手足口病和流行性感冒。

本市5月流感比上月下降5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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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记者昨天从北京交管局获悉，针
对货车渣土车存在的违反禁限行
规定行驶、涉牌、非法改装、闯红
灯、超载超限、遗撒、未苫盖上路
行驶、渣土车无准运证、驾驶员无
运输资格证等违法行为， 本市交
管部门从即日起将集中开展专项
治理行动， 持续加大对货车渣土
车违法的专项治理力度。

工作中， 交管部门严格落实
“联动、闭环、高限”的路面整治和

“全面、深入、具体”的源头监管，
在严厉打击货车渣土车路面各类
违法现象的同时，对违法车辆、违
法工地和企业及时处罚、查扣、封
堵、停工，实现货车渣土车违法率
逐步下降。

严密管控网络
做实常态整治

专项治理中， 交管部门在每
日定点开展执法工作的同时，建
立健全广渠门桥、陶然桥、德胜门

桥、三元桥、莲石路等12处重点点
位夜间常态卡控机制， 每日安排
警力巡定结合开展执法工作。同
时，结合各交通支、大队辖区内重
点区域和道路的具体情况， 不断
完善夜间常态卡控岗位的动态设
置，确保治理效果最大化。

严格高限查处
落实闭环管理

治理工作中， 交管部门会同
城管、交通委、住建委、城管委、环

保、 治安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
治。一是对整治中查获的渣土车，
会同城管、交通委、环保等部门对
涉及的各类违法问题逐一实施处
罚。二是对整治中查获的渣土车，
逐一询问登记服务工地的信息，
并联合城管、交通委、住建委等有
关部门开展“堵门行动”。三是对
整治中查获的货车， 针对所属单
位落实《北京市交通安全责任制》
相关责任追究规定， 严格追究所
属单位及司机的责任。

强化科技应用
提供整治保障

交管部门在治理工作中还充
分利用科技优势，整合利用交管、
城管等各部门电视监控巡检作
用，及时发现问题并布警查处，有
效拍摄固定证据， 全面强化对渣
土车违法的全程监控， 特别是早
晚高峰时段， 运用非现场违法监
测系统、 移动执法车等科技执法
设施，提升执法效果。

包括违反禁限行规定行驶、涉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本市集中开展货车渣土车专项治理

共调整32处交通标志 放置提前绕行指示

西直门桥设三级预告标志引导绕行
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记者昨天从市交管局获悉， 交管
部门近日对西直门桥区的32处交
通标志进行了调整， 设置提前绕
行路线指示， 同时在二层桥区各
盘桥方向设置三级预告标志，对
未能按照绕行路线的行驶车辆也
设置了引导标志。

西直门桥是二环路重要立交
桥区，由于桥体复杂、众多交通流
交叉、周边交通集散点多等原因，
造成通行线路复杂， 不少对道路
不熟悉的司机， 进入桥区后感觉
有些“晕头转向”。市交管局设施

处民警董建楼介绍， 本次西直门
桥区指路标志改造， 交管部门征
询了各方面专家意见， 并到现场
针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相关交
通流和交通引导设施进行了调
研， 对原有指路标志进行调整。
“尤其着重针对从西直门外大街
由西驶入， 再拐入西南二环方向
的车辆。”

据介绍，调整后的标志特点，
一是提前设置绕行提醒路线。在
西直门桥西设置绕行标志， 通过
交通标志引导西外大街去往西二
环方向的交通流（西向南方向）提

前由展览馆路驶出， 通过绕行车
公庄大街到达官园桥。同时，取消
西直门桥二层盘桥各方向去往西
二环方向（官园桥）的指示信息。
二是在西直门二层桥区各盘桥方
向设置三级预告标志， 形成桥形
图标志———拐点信息标志———拐
点确认标志三级连续指示， 对盘
桥信息进行指引。 三是对已通过
西直门桥的车辆设置引导标志。

此外， 本次调整还撤除了一
些容易误导驾驶员的交通标志。
目前， 西直门桥区指路标志改造
工程已经正式完成。

公司配备15支防汛抢险队 35支分公司级抢险队 抢险人员800余人

首华物业开启年度防汛抢险演习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我

宣布， 防汛抢险演习现在开始！”
随着防汛抢险总指挥的一声令
下 ， 北 京 房 地 集 团 首 华 物 业
“2017年度防汛抢险演习” 正式
拉开帷幕。

预警响应后， 防汛抢险队立
刻到达现场， 设置警示标志、 划
定警戒区域。 现场指挥人员查看
险情后立刻指挥各抢险队按照各
自的责任区域和预案程序进行抢
险处置。 40分钟后， 房屋的各种
潜在险情得以控制， 抢险队队长
向总指挥报告现场抢险应急工作
完成， 防汛抢险演习圆满成功。

据介绍， 首华物业公司担当
着本市246万平方米的老旧平房、
筒子楼和老旧小区住宅、 房地集

团450多万平方米非经营性住宅
和即将接管的祥龙集团150万平
方米非经住宅的防汛抢险任务。
每年汛期来临前， 公司都对所管

房屋进行全面的房屋普查 ， 目
前， 公司配备了15支公司级防汛
抢险队，35支分公司级抢险队，抢
险人员达800余人。 于佳 摄

街巷自治理事会发挥作用

本报讯（记者 边磊）“天坛东
路街巷自治理事会成立以来发挥
了很大作用， 就拿今天这个违建
的拆除来说，大家一起出谋划策，
摸排情况、走访产权单位和商户，
制定拆除方案等等， 工作才进行
得这么顺利。”天坛东路街长陈四
清介绍。

近日，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
主要领导带队，综合执法组、城管
执法队、工商、食药、公安等部门
50余人联合执法， 天坛东路东侧
南端一个千余平方米的违建楼被
拆除。 天坛东路街巷自治理事会
还将针对乱停车、占道经营、自行

车乱停放等现象， 召开理事会进
行商议，制定整治方案。

据了解， 体育馆路街道自4
月21日启动街巷长责任制以来，
先后召开街巷长培训会 ； 定制
《街巷长日志》； 街巷长走马上任
开展 “日巡” “周查” “月评”；
公示街巷长手机号码， 接受居民
问询和监督； 建立街巷自治理事
会和 《街巷居民公约》 等， 一系
列举措极大调动了街巷长的工作
积极性， 大家把街巷当成 “责任
田”， 制定绿化方案、 挖掘街巷
名人， 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也不断
增强， 纷纷参与到街巷的整治美

化中来， 为生活环境的改善出谋
划策。

天坛东路千余平方米违建楼拆除

本报讯（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了解到，高考期间，京港地铁所
辖所有车站将开通绿色通道 ，考
生可持准考证快速安检、进出站。

根据京港地铁发布高考保障
措施。4号线、14号线、大兴线和16
号线的各车站将在考试期间设立
绿色通道， 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
考生，可凭准考证联系工作人员，
快速安检、进出站。考试期间，考
点附近的车站还将备有橡皮、签
字笔和尺子等文具，以及创可贴、
清凉油等，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如果考试期间遇降雨天气 ，
车站将会根据雨情及出口乘客情
况准备一次性雨衣， 考生及家长
如有需要，可联系站内工作人员。
京港地铁官方微博也将及时发布
地铁运营信息及乘客出行提示、
高考期间天气预报等， 方便考生
及家长合理安排出行。

京港地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
长， 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如遇
准考证等物品在地铁里丢失， 可
及时与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热线
（010—63988622） 联系。

京港地铁为高考生设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5月中
下旬开始， 北京又迎来了樱桃采
摘的季节， 京郊果农将向市民们
推出具有采摘条件、 符合安全标
准的樱桃园200余个， 面积2.8万
亩，1000多万公斤樱桃等待市民
朋友们去采摘。

据了解， 目前本市的樱桃栽
培品种已达100余种，常见品种有
红灯、红艳、布拉、美早、巨红、佳

红、美红、先锋、雷尼、萨米脱、冰
糖脆等。据了解，全市樱桃栽培面
积已达5.6万亩 ，除东城 、西城及
石景山、延庆外，其余12个区都有
樱桃种植。

据介绍， 今年气候条件适合
樱桃生长， 樱桃的甜度和口感都
很好， 现在红灯、 早大果等樱桃
品种已经成熟， 6月中下旬， 中
晚熟品种开始成熟， 全市樱桃采
摘期大约持续一个月时间。

今夏千余公斤樱桃等待市民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