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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备受社
会各界关注的《北京市旅游条例》
8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 共七章
八十四条，包括总则、旅游规划和
促进、旅游公共服务、旅游经营、
旅游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条例》发挥旅游业在强化首
都核心功能中的作用， 重点解决
三个问题： 一是强化首都核心功
能，提升旅游文化内涵；二是整顿
旅游市场秩序，治理非法一日游；
三是按照旅游法要求， 完善民宿

经营管理。
《条例》的主要特点是强化首

都核心功能，提升旅游文化内涵；
规划促进方面的规定更加符合北
京实际，突出首都特点；旅游公共
服务专章规范， 分类建设； 针对
“一日游”经营环节进行全链条制
度设计； 对网络旅游经营管理进
行分类规范； 规范和引导民宿经
营和发展； 确立了旅游执法综合
监管机制； 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
设，加大信用惩戒力度。

《北京市旅游条例》8月1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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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磊）昨天，北
京市旅游委、天津市旅游局、河北
省旅游委共同举办 “纪念建军90
周年京津冀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活
动”。活动重点推介京津冀三地的
红色旅游资源， 发布京津冀10条
红色旅游经典路线。

近年来， 北京市旅游委在天
安门广场、北京城区、郊区三大红
色旅游发展板块的基础上， 初步
形成了与红色旅游资源相匹配的
红色旅游规模与体系。截至目前，
北京已评定的红色旅游景区达
100个，其中15个列入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名录。

据了解， 三地将携手打造京
津冀大红色旅游圈， 整合三地丰

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将红色旅游
发展成京津冀地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活动现场发布的京津冀10条
红色旅游经典路线如下：

路线一： 北京古北口文化文
物旅游区———北京正阳门———天
津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天
津精武门中华武林园———天津黄
崖关长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
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潘
家峪惨案纪念馆———喜峰口长城
抗战遗址———塞外蟠龙湖景区

路 线 二 ： 人 民 英 雄 纪 念
碑———茅 盾 故 居———通 州 大 运
河———海河观光游船———天津古
文化街———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路线三：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
址纪念馆———天津市规划馆———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怀柔第一
党支部纪念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纪念馆———晋察冀军
区司令部旧址———野狐岭要塞军
事旅游区

路线四： 天安门广场———平
津战役纪念馆———天津古文化
街———胜芳古镇———白洋淀———
狼牙山

路线五： 爨底下村———北平
红色第一村———中国民兵武器装
备陈列馆———平谷冀东抗日根据
地遗址———熊儿寨北土门战斗遗
址———南 山 村 抗 日 根 据 地 旧
址———李大钊纪念馆及故居———

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
山海关 (四野临时指挥部、 烈士
陵园)

线 路 六 ： 平 津 战 役 纪 念
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天津杨柳青博物馆———陶然亭公
园———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梅
兰芳故居———宋庆龄故居———保
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
冉庄地道战遗址———白求恩柯棣
华纪念馆

线路七 ： 华北军区烈士陵
园———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淑吕村———白求恩柯棣华纪念
馆———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
馆———直隶总督署———狼牙山景
区———三义宫———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纪念馆———香山双清
别墅

路线八 ： 卢沟桥文化旅游
区———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 战 名 将 纪 念 馆 ———东 北 义
园———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平
谷冀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盘山
烈士陵园

路 线 九 ：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博物
馆———中国航空博物馆

路 线 十 ：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毛 主 席 纪 念 堂———中国
军事博物馆———卢沟桥文化旅
游区。

北京已评定红色旅游景区100个 15个列入全国红色旅游景区名录

京津冀推出10条红色旅游经典路线

本报讯（记者 闵丹）昨天，西
城区司法局联合区民政局走进第
四军休所开展“法律援助助军行”
主题活动。 区司法局向离退休军
营老干部发放 《百姓生活法律指
南》、 法律援助卡通动漫宣传片、
“12348” 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卡和
法律援助服务手册等宣传材料。

活动还邀请了区法律援助宣
讲团团长石红英针对现场离退休
军队老干部最关心、 发生频率最
高的财产继承、赡养扶养、经济纠
纷等问题，结合实际案例，开展了

一堂生动的法律讲座， 引导他们
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讲座结束后，律师还与听
众进行交流互动，现场答疑解惑。

报国寺开启
邮票“大阅兵”
昨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纪念日。西城区分公司、生
肖集邮协会在报国寺内举办 《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纪
念邮票首发活动。纪念邮票一套6
枚，小型张1枚。图案内容分别为：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武装警察部队，小型张则
围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强军目标进行设计。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白莹）海淀区
东升镇的塔院村双泉堡， 曾经
被称做是 “四环边上的唐家
岭 ”，不但环境脏乱 ，更存在极
大的消防、治安隐患。记者昨天
在现场看到，这里已变身成100
亩的绿地公园， 并将建北京首
条通风廊道，还北京蔚蓝天空。

2015年8月，东升镇政府、海
淀城管执法监察局、公安、消防

等多个部门正式对塔院村双泉
堡地区启动了腾退工作。至2016
年12月，273个宅基地院落全部
完成腾退， 共有序疏解人口近
10万。2017年4月，塔院村率先将
100亩腾退用地建设成为绿地，
国槐 、栾树 、银杏 、油松等树木
也被植入了初具规模的公园 。
公园道路已经进入了修整工
程，未来还将打造水系、景观和

休闲设施， 预计明年开春即可
对市民开放。

而在这片绿地的北侧 ，村
民回迁安置房已经开始施工 。
回迁安置房位于京藏高速科荟
桥西北侧，紧邻小月河，共10栋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配套
有全日制幼儿园和一处老年活
动中心 ，2056户籍人口全部回
迁，预计2020年年底入住。

拆除违建 海淀将打通京城首条通风道

拆除违建门脸房
昨天， 丰台区南苑街道联

合城管、 派出所等多部门对槐
房路、 南苑植物油厂东门南侧
的沿街违建“门脸房”进行依法
拆除，总计20处，面积约1000平
方米，疏解人口80余人。今年，
街道还将对11条大街、120条背
街小巷进行综合环境整治提
升，预计8月底前拆除违章建筑
10余处、面积近25000平方米。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200个
小街巷长将在暑期，通过认领、
记录 、传递 、描绘等方式 ，丈量
和平里的文明指数 。7月31日 ，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 “爱护环境
做文明街巷小卫士暨小街巷长
上岗”系列活动启动。现场，5位
小街巷长代表用手中的五角星
贴在了所在社区的街巷图上 ，
代表认领街巷成功。

据了解， 这些小街巷长上
岗后， 将主要对认领小巷开展
日常巡访， 劝阻违法和不文明
行为， 宣传家庭美德和社会公
德。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小街
巷长们做好工作， 街道还统一
发放了日常巡视的笔记本 、签
字笔， 以及印有小街巷长标识
的帽子和T恤。

据介绍， 系列活动将通过

四部分完成， 即开展文明街巷
我认领———文明街巷小卫士暨
小街巷长启动大会， 开展文明
街巷我记录———通过征文 、摄
影、绘画记录街巷美，开展文明
街巷我传递———通过五好文明
街巷宣传活动传递街巷美 ，开
展文明街巷我描绘———文明街
巷小卫士暨小街巷长成果展示
展现青少年参与实践的收获。

丈量文明 和平里200街巷长暑期上岗

西城法律讲座开进第四军休所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获
悉，截至昨天上午11时33分，江水
进京水量突破25亿立方米， 水质
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类以上，极大缓解了首都水资源
紧缺形势， 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从
100立方米左右增加到 150立方
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

据介绍，两年半来，北京按照

“喝、存、补”的用水原则，25亿立
方米的进京江水，有17.14亿立方
米用于自来水厂供水， 南水已占
城区日供水量的七成， 供水范围
已基本覆盖中心城区、 丰台河西
地区和大兴、门头沟等新城，以及
昌平、通州部分地区。此外，进京
的南水有5.69亿立方米存入大中
型水库和回补地下水， 其余用于
中心城区河湖环境。

南水北调进京水量破25亿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7月31日
起，873路、920路将率先启用50部
纯电动公交车， 成为延庆地区首
批新能源公交线路。年底前，将有
105部纯电动公交车在延庆区域
线路上投入运营。

873路 、920路是延庆城区及
沿线居民往返市区的主干线路，
两条线路共设有56站。 首批纯电
动车投入运营后， 两条线路每年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65吨 。此
外，新能源车增配了坐席数量，其
中单机车设有30个座位， 最大载
客量70人。 据介绍，873路途经延
庆地区的石河营、八里店、永宁镇
等14个村镇；920路途经延庆镇 、
米家堡、卓家营等24个村镇。

目前， 北京公交集团在延庆
共设有14个纯电动公交车快速充
电桩， 分别位于919路公家总站、
永宁车站和下营车站。

延庆首批50部纯电动公交车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