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公园
暑期上演

“卡通明星秀”
昨天， 在世界公园内的

欢乐非洲小鼓手排练现场，
孩子们近距离体验非洲羊皮
鼓， 感受非洲风情。 暑期将
至， 世界公园正加紧排练新
节目， 机器猫、 葫芦娃、 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喜羊羊
与灰太狼、 美人鱼等各种卡
通明星秀将悉数登场。

本报记者 陈艺
通讯员 赵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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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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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京市统计
局昨天发布，5月份， 北京市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
鲜瓜果价格上涨以及医改后医疗
服务费上涨是拉动5月CPI上涨的
主要原因。

统计显示，5月份本市食品烟
酒价格同比上涨1.5%，影响CPI上

涨约0.39个百分点 。 其中鲜菜
价格下降 2.1% ，蛋类价格下降
15 .9%， 畜肉类价格下降3.3%(猪
肉价格下降8.0%)；鲜果价格上涨
15.6%， 影响CPI上涨约0.33个百
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5.3%，影响
CPI上涨约0.06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 6升 1
降，其中医疗保健、居住、其他用

品和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交通
和通信、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
别上涨9.9%、3.9% 、3.4% 、2 .7%、
0.7%、0.5%；衣着价格下降2.2%。

据测算，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涨幅中， 去年价格上
涨的翘尾影响约为1.2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1.3个百分点。

5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环比上涨0.1%， 其中食品烟
酒价格环比上涨0.5%，影响CPI上
涨约0.13个百分点。 由于气温上
升后蔬菜供应增加， 鲜菜价格下
降12.2%；由于猪肉和鲜蛋供应充
足，畜肉价格下降1.3%（猪肉价格
下降2.9%）；由于应季瓜果上市价
格较高， 鲜果价格上涨17.7%；休
渔期水产品供应减少， 水产品价

格上涨1.2%。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2升4降

1持平。其中旅行社收费和飞机票
价格环比分别下降4.0%和6.9%；4
月8日本市施行公立医院医药分
开综合改革， 当月改革涉及的医
疗服务均价包含7天调前价，5月
全月均为调后价，对比计算的5月
医疗服务价格环比上涨5.0%。

本市5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

鲜瓜果价和医疗服务费上涨拉高CPI

本报讯（记者 孙艳）占地近
7000平方米， 毗邻京津塘高速
公路的吕家营公园， 建成后立
即成为了附近百姓茶余饭后散
步遛弯的首选地。 记者近日从
朝阳区获悉， 今年除了吕家营
公园外， 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还
将在东南五环周边建设丹凤公
园 、海棠公园 、老君堂公园 ，多
个休闲公园连绿成片。

吕家营公园是十八里店乡
通过低端业态疏解还绿， 用短
短两个月的时间打造的一处休
闲公园。据了解，今年4月初，十

八里店乡、 吕家营村两级按照
地区疏解工作方案， 联合对该
区域低级次市场加快疏解腾
退， 历时一周时间完成疏解任
务，随后开始施工建公园，一个
半月的时间，建成了绿色满园、
设施齐全的绿色休闲公园并向
市民免费开放。

眼下， 十八里店乡的横街
子村建筑规模近60万平方米的
出租大院、厂库房、门面房等低
级次业态为一体的建筑正在被
陆续拆除。截至目前，横街子村
10余万平方米的建筑已被移为

平地。据介绍，这片区域腾退后
将全部还绿，建设成面积达56万
平方米的老君堂公园 （二期），
面向周边百姓免费开放。

据了解， 今年十八里店乡
将疏解低级次产业350万平方
米，涉及辖区横街子村、小武基
村 、西直河村 、吕家营村等8个
村、50余处，包括出租大院、一般
制造业、区域性市场、区域物流
基地、 废品回收场站等低级次
业态。截至目前，全乡已拆除低
级次产业50余万平方米，年底前
将完成整体疏解任务。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顺义区
杨镇荆坨村麒麟西瓜文化节日前
开幕。在活动现场，北京城市学院
联合京东集团与荆坨村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引智帮扶”
活动，解决农民卖菜难问题。

根据北京市委、 市政府 《关
于进一步推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及
低收入村发展的意见》 等文件要
求， 市教委联合市农委推出北京
高校 “引智帮扶” 工程， 引导高
校发挥专业和智力资源优势精准
扶贫， 通过科研成果转化， 促进
首都农村实现现代化。

据了解， 作为市教委遴选的
8所 “引智帮扶” 试点高校之一，
荆坨村是北京城市学院帮扶对接
的两个村之一， 该校和京东集团
为当地农户搭建了蔬菜瓜果网上
销售平台， 提升荆坨村蔬菜瓜果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该校党委书
记、 校长刘林表示， 学校将利用
三年时间 ， 把帮扶工作做实做
细， 重点在村庄发展规划、 村民
文化素质提升、 互联网农产品电
商平台搭建和农产品销售技术培
训、 村民就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提
供等方面提供智力帮扶。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 ）
近日， 北京佑安医院以 “不忘初
心， 继续前行” 为主题， 在丰台
区右安门玉林东里二区社区开展
了义诊咨询活动。

据了解， 在社区的广场上 ，
来自佑安医院内科、 耳鼻喉科、
眼科、 皮肤科等科室的共9位专
家， 为前来咨询的居民义务解答
健康问题。 同时， 还有两位守护
天使志愿者负责为居民测量血

压。 专家的义诊服务受到了居民
的欢迎，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共为150多位居民提供了咨询义
诊服务。

由于参与此次义诊的9名专
家中包括退休专家， 玉林东里二
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
慰问。 医院和社区双方表示将持
续配合， 形成长效机制开展义诊
咨询、 健康宣教等有益于居民健
康的活动，把健康送到居民身边。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 ）
北京市卫计委发布数据显示， 5
月29日至6月4日， 全市报告了1
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是
外省输入病例， 无死亡病例。

据了解， 5月29日至6月4日，
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18种 、
2199例， 死亡3例 。 报告的18种

法定传染病中， 报告病例数居前
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它感染性腹
泻病、 手足口病、 痢疾、 肺结核
和猩红热， 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
发病数的87.72%。 其中， 其它感
染性腹泻病报告了1005例， 较上
周上升13.05%； 手足口病报告了
439例， 上升了25.07%。

本市月初报告1例H7N9禽流感病例

京津塘高速路沿线将建多个休闲公园

东直门38名街巷长走街串巷查找问题
本报讯（记者 边磊）38名街

巷长集中走街串巷， 查找街巷
边角存在的问题。 记者昨天从
东直门街道了解到， 辖区内的
街巷长集体 “拉练 ”，共同寻找
街巷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解决
办法。

“这个球状行道树和东外

大街行道树整体风格不符”“这
个广告牌有残缺”“这家饭馆二
层有一部分是违建”“这边有个
垃圾死角，怎么也清理不干净”
……大家边走边讨论着现状及
解决办法。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
巷长拉练” 不光可以让街巷长

们学习别人的经验， 也便于现
场发现平时不容易注意到的问
题。拉练完毕后，集中听取街巷
长汇报情况， 大家可以随时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疑问， 然后由
主管负责人现场点评。“街巷长
拉练”将成为一种常态 ，一个月
或者一个半月将进行一次。

安贞街道清理500余辆“僵尸”自行车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 6月

9日，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
区全面清理废旧自行车500余
辆 ，一辆辆废旧 “僵尸 ”自行车
从居民楼周边及地下空间搬运
到统一的位置等待处理。

现场， 工作人员将一辆辆
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搬到清运车
上， 运送到社区空置区域摆放
整齐 ， 并将张榜公示7天 ， 等
待居民认领。 据了解， 安华里
社区许多无主车堆放在小区内
的各主次干道和地下空间内 ，

久而久之经日晒雨淋， 锈蚀严
重、 布满灰尘。 安华里社区主
任侯兵告诉记者 ， 针对无主
车， 社区将交由环卫集团统一
处理， 环卫集团会将回收废旧
自行车的费用以安华里社区的
名义全部捐赠给红十字会。

据了解， 下一步街道将继
续开展 “僵尸” 自行车清理工
作 ，以街巷长巡查 、社区排查 、
志愿者及居民举报等多措并
举， 还社区居民一个整洁优美
的生活环境。

城市学院“引智帮扶”解农民卖菜难

北京佑安医院9名专家进社区义诊

亲子采摘乐趣多
昨天， 众多的城里客嗅着杏香， 到延庆区香营乡参与亲子采摘体

验、 园艺大讲堂、 健康科普互动、 杏林寻宝游戏等趣味活动。 当天，
妫水女手工艺发展促进协会的 “巧娘” 们， 现场展示布贴画、 草贴画
等传统手工艺品技艺， 为游客呈现最本土的、 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
产品。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