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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连续出现高温天气， 市气象
台先后两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
解到，城区日供水量目前在310万
立方米左右， 属于供水高峰期间
的正常用水量， 而城区日供水能
力为370万立方米，可确保夏季高
峰期首都的供水安全。

针对今夏供水高峰期特点 ，

特别是近期持续高温， 市自来水
集团供水运行调度中心将随时根
据天气变化情况， 加强需水量分
析和预测， 实行水量及供水趋势
每日会商制度， 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通过市区管网测压点，全面实
时监控压力变化， 充分利用水厂
调蓄补峰能力， 确保中心压力合
格，地区压力均衡。此外，集团城
区供水管网与部分郊区实现了互

联互通， 在保证中心城区供水安
全的同时，还可向通州、大兴等郊
区供水， 确保这些区域高温天气
下的用水需求。

据了解， 市自来水集团已先
后完成机泵大、中修，电气设备检
修，清水池刷洗等302项迎高峰计
划， 及时消除供水设施设备的安
全隐患， 使水厂设施设备处于最
佳运行状态， 为保证高峰期间设

备完好夯实了基础。
此外， 市自来水集团还将通

过水质监测中心、水厂化验室、水
厂运行班组三级检验制度， 加强
对原水、出厂水、管网终端用户水
全过程的水质监测， 及时分析水
质数据，加强水质变化趋势预测，
做好应对准备，同时，强化水质在
线监测系统管理，使集团快速、准
确掌握水质变化情况， 确保城市

供水安全。
本市市区主要道路、 重点地

区、 在施工地等供水管网上布设
近3000个管网漏失监测仪， 加强
管网运行动态监测； 强化了抢修
队伍， 供水抢修单位24小时值班
和备勤，加强应急抢修工作；集团
96116客服中心全天24小时开通，
随时为用户提供报修、 咨询、投
诉、举报等各项服务。

属供水高峰期正常用水量 自来水集团全力确保夏季供水安全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 华
北电网 、 北京电网电力负荷不
断攀升。 截至12日16时， 华北电
网负荷已突破21385万千瓦 ； 北
京电网负荷突破2100万千瓦， 较
去年最大负荷2082.9万千瓦增长
0.82 %， 均创历史新高。

为应对此轮大负荷， 确保本
市电网运行安全， 市城管委会商
北京市电力公司，启动应急响应，

加强值班值守， 密切跟踪负荷走
势，提前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降低
设备线路运行压力；同时，安排运
行人员重点关注预计出现的重载
设备、线路，并增加特巡频次，及
时处理过热缺陷。此外，根据2017
年度电网重载部分有序用电方
案，对重点区域、线路和设备做好
需求调控准备； 面向社会开展宣
传，倡导各地区、各单位及广大市
民节约用电和错峰用电。

本报讯（记者 杨琳琳) 昨天，
北京进入头伏。丰台花乡启动“法
治消防员”项目，将新发地市场作
为试点，由花乡司法所、新发地市
场人民调解委员会、 市场法律顾
问团、 商户代表组建 “法治消防
员” 团队， 对市场矛盾纠纷及时
“灭火”， 并为附近居民和商户准
备了“法治三伏贴”。

新发地市场作为北京最大的
农副产品集散地，年交易额700多

亿元，承担着首都80%以上农副产
品供应。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法治三伏贴”将贯穿整个三伏
期间。“法治消防员” 团队在 “头
伏”向商户发放法治宣传资料，普
及与市场相关的合同法、劳动法、
食品安全法等；“二伏” 将对商户
进行摊位询访，了解法治需求，开
展矛盾隐患排查；在“三伏”，将对
发现的矛盾纠纷动态汇总梳理、
及时介入、全力化解。

本市城区日供水量达310万立方米

头伏饺子去暑气
昨天是 “头伏” 节气。 当天， 不少老字号餐饮纷纷准备了各式馅

料的水饺， 与往年有所不同， 今年老字号又一顺推出了牛肉凉瓜水
饺， 曲园酒楼推出了鸡蛋苋菜水饺， 西四惠丰饺子楼为头伏新添了笋
丁饺子， 让京城百姓头伏吃好， 还去暑气。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花乡司法所为商户送“法治三伏贴”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京承
高速沿线建46万平方米湿地公
园， 未来将建成包括六个绿地
公园的400万平方米生态绿带。
昨天， 记者从朝阳区崔各庄乡
获悉， 该乡正在加快疏解非首
都功能， 将通过在区域大幅增
绿的方式，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乡域北部将打造生态休闲绿
吧，形成“村在林中、路在绿中、
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景观。

厂库房、 汽修厂、 出租大
院、 废品回收站……崔各庄乡
黑桥村的这些昔日繁华低级次
产业如今已被夷为平地， 该村

仅用短短3天时间，疏解腾退包
括39家出租大院在内的100个低
级次产业， 拆除面积达31万平
方米。村书记王桥介绍，该村疏
解腾退的大部分区域将实施绿
化，为京旺家园的2万余回迁居
民建设绿地花园， 提升附近居
民的生活品质。实施绿化后，还
将美化黑桥村周边电影博物
馆、 铁道博物馆等公益场所的
休憩环境 ，促进 “文化 ”和 “绿
色”相辅相融。

作为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
离带地区， 崔各庄乡加快疏解
地区低级次产业和棚户区改

造，安置村民搬迁上楼，同时加
强顶层设计，对现有零散绿地进
行整体规划，大尺度增绿。今年，
该乡全年预计疏解低级次产业、
拆除违法建设80万平方米。

即将建设的占地46万平方
米的何里栖地自然湿地公园仅
是崔各庄乡打造北部生态休闲
绿吧的一部分。作为首都东大门
交通要道区域，崔各庄乡还将在
京承高速沿线高品质规划建设
400万平方米生态绿带， 其中包
括何里园、伊甸园、山水乃园、吉
祥园、天星园、万荷园各具特色
的六大绿地公园。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京承高速沿线将建设六大绿地公园
绿化面积40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唐诗 通讯员
王磊） 近日，石景山鲁谷社区对
衙门口东街南路进行了环境整
治，为清理道路两旁的垃圾墙，
共运走近200吨垃圾。 同时，为
了防止垃圾堆积的情况再次发
生，沿街修建起鲜花长廊，目前
绿植鲜花面积达3000平方米。

据了解， 衙门口东街南路
位于鲁谷社区衙门口村， 全长
1560米， 是一条以东西走向为
主的 “之 ”字形道路 ，路虽不宽
但却是连接衙门口东部和南部
的主要干路。 因为道路距离附

近居民生活区有一段距离 ，夜
间人烟稀少， 夜间经常有整车
垃圾渣土被倾倒在路旁甚至路
面上， 路边的排洪沟也成了垃
圾沟。

为解决垃圾成墙的状况 ，
近日， 鲁谷社区协调土地权属
单位， 启动衙门口东街南路的
环境整治， 仅清理道路两旁垃
圾墙，就运走垃圾30余卡车，近
200吨垃圾。为防止垃圾堆积的
情况再次发生， 鲁谷社区又沿
墙修建起鲜花长廊， 最宽的地
方达到4米，目前种植绿植和鲜

花面积达3000平方米。 同时，还
在道路东西两头加装了限高杆，
阻拦大车随意进入、 乱倒垃圾，
并且在路侧设置禁停隔离带，防
止车辆乱停乱放阻塞交通。

石景山鲁谷社区清走垃圾墙建起鲜花廊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海涛）昨天，西城区广外街道
启动了对广安门外南街的综合
整治， 将利用一周左右的时间
对街上三处面积约12000余平
方米违法建设进行拆除， 从根
儿上整治街面乱象， 这也是该
街道历史上首次集中拆违超万
平方米 。据了解 ，违建拆除后 ，
除了还建道路和增加绿地 ，还
将考虑施划停车位或建设立体
停车场，缓解居民停车难题。

广外南街北至中央电视台
电视剧制作中心， 南到鸭子桥
路， 是广外地区为数不多长度
超千米的背街小巷。 除了拆违
外，街道城管科科长张琨表示，
前期街道也对广外南街上的其
他问题进行了整治， 包括清理
广外南街甲 59号住人地下空
间， 以及对在占道停车现象严
重的路段设置非机动车道等。

如此大面积的拆建后空地
如何利用呢？张琨说，街道将和
产权单位协商沟通， 除了建道
路、增加绿地外，还将考虑施划
停车位或建设立体停车场 。对
于居民关心的违建拆除后买菜
难的问题， 街道会考虑引进便
民蔬菜车等方式， 为居民提供

生活便利。
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书广介

绍，这是街道历史上首次集中拆
除超万余平方米违建。 今年，街
道共有拆违任务1.7万平方米 ，
目前已完成2万平方米，“开墙打
洞”任务173处，已完成350处，已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陈艺 摄

广外南街拆违万余平米将增绿地建车位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近期，
北京警方深化多警种合成作战模
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克
隆” 出租车违法犯罪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

据了解，市公安局110接警平
台通过梳理近期警情， 针对群众
反映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生计价器
异常、小额换假币、绕路多收费、
司乘纠纷等突出情况， 个别伴有
使用假身份、假币、假牌照、假证

件等违法行为。 市公安局抽调精
干力量组建专案组， 全面梳理警
情、案件线索，从“克隆”出租车买
卖等源头环节出发，围绕喷漆、改
装、假币等链条性环节，深入侦查
和调查，开展强势打击。

警方表示， 将以此次专项打
击清整活动为契机，推动“克隆”
出租车清理整治工作常态化， 持
续保持对社会面各类违法犯罪的
高压打击态势。

本市打击贩卖“克隆”出租车犯罪团伙

本市电力负荷破2100万千瓦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