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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搁家占地 ， 扔了又浪
费， 如何处理才更好？ 近日， 丰
台区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党组织
服务站开展了 “旧书换绿植 书
香传爱心” 活动。 用书香换花香
的方式 ， 帮助居民为旧书 “安
家”， 传播环保理念， 传递点滴
爱心， 把知识带给更多的人。

通讯员 史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讯
员 陈钊 ）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
局获悉，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北
京铁路局增开去往长春方向旅客
列车。

8月12日至14日，北京至长春
间每日增开D4605次列车。 始发
终到时刻：D4605次北京站2点56

分始发， 当日9点27分终到长春
站。中途停站：沈阳北站、铁岭西
站、四平东站、长春西站。铁路部
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登
陆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www.
12306.cn网站或通过车站窗口、火
车票代售处、 拨打北京铁路局订
票电话（95105105）购买车票。

北京增开至长春方向旅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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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近日从房山区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现场经验
交流会上获悉，今后三年，房山区
将重点整治农村环境， 在巩固提
升184个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同
时，再创建275个美丽乡村。

房山区2020年将全面完成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任务， 实现全面提高农村文明程
度、全面增加农民收入、全面缩小
城乡差距、 全面提升农村精细化

管理水平的“四个全面”目标。
同时，未来三年，房山区将编

制村庄布局建设发展规划， 加强
村庄绿化美化和生态建设； 开展
农村饮用水提升和污水治理工
作，加快农村厕所改造、农村垃圾
分类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快
推进农村“减煤换煤”改善空气质
量， 提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和村
庄公共服务建设等。到2020年，全
区80%以上的村庄要达到市级生
态村标准。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北
京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 为确保
管辖范围内在施工地安全度汛 ，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燃气集团一
分公司生产运营部以 “一配合，
一检查” 为原则， 对工程所管辖
范围内的12处在施工地开展综合
督查工作。

据介绍， 在此期间， 一分公
司共检查市政闸井382座、 燃气
闸井13座， 均无漏气情况， 但5
座燃气闸井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章
占压隐患， 目前已责成相关方限
期整改， 并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
过程中严格遵守施工配合告知书

要求， 避免施工现场深基坑、 沟
槽塌方造成燃气管线设施突发漏
气事件。 同时， 要求工程所在主
汛期内做好雨前、 雨中、 雨后的
安全检查工作， 以确保燃气管线
的安全供气。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交通委路政局怀柔公路
分局获悉， 北京十大最美乡村路
之一的怀柔喇碾路大修完工，将
为前往喇叭沟门金秋赏叶的市民
提供舒适的道路行车环境。

喇碾路位于怀柔北部山区喇
叭沟门乡， 连接原始次生林、 满
族民俗博物馆、 白桦谷风景区等
诸多旅游景点， 2017年， 怀柔公
路分局将喇碾路列为 “疏解整治
促提升” 项目， 由养护集团瑞通
三处对该路进行预防性养护， 工
程范围自喇叭沟门乡政府西至道
路终点 ， 全长13.1公里 ， 共经9
个村镇。

本次大修通过对全线路面进
行铣刨， 对路基病害进行深层处
理后加铺3厘米沥青混凝土面层，

实现路面平整舒适。 对全线路缘
石进行更换， 对破损挡墙进行修
复，对部分排水设施进行新建。此
外， 大修中还拆除老旧桥梁护栏
和水泥仿木护栏， 增设强度更高
的方钢护栏、 缆索护栏和波形钢
板护栏总计3600延米， 并同步完
善交通标志79个， 重新施划路面
标线2300平方米。

喇 碾 路 沿 线 处 处 是 景 ，在
2007年建设之初， 有预见性的在
沿途设置了12个景观停车场、3个
观景台、2个休息台。 但随着自驾
游的逐年增多， 原有停车观景设
施已远不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本次大修，路政部门重新规划出8
处新的停车休闲港湾， 平整硬化
后将连同以前的停车场免费供市
民使用。 周世杰 摄

怀柔最美乡村路大修完工

本报讯 （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王茜 ） 记者昨天从昌平区获
悉，昌平将在美国硅谷开设“昌平
硅谷创新园”，将其打造成美国企
业了解昌平的第一站。

2017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
高峰会于近日举办。据了解，硅谷
高创会自2011年开办以来， 已在
硅谷成功举办6届，成为硅谷地区
最大、 最负盛名的高科技行业盛
会之一。2015年，硅谷高创会进入
中国并落地中关村，3年间， 硅谷
高创会助力百余个硅谷高科技项
目陆续落户中国。

此次， 昌平共有15家企业参

展，包括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人人
实验”、 致力于无人驾驶研发的
“智行者科技” 等。“今年年底，昌
平将在美国硅谷开设 ‘昌平硅谷
创新园’，其将成为美国企业了解
昌平的第一站。”昌平区副区长苏
贵光表示。

近年来，昌平区以能源环保、
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和科技服务为主导产业，目
前已聚集了43所高等院校 、16个
重点实验室、35个国家和市级创
业中心。今年，该区还设立了500
亿发展基金， 以打造一批高端产
业发展的承载基地。

市民将有机会与脑控机器人下围棋
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22日开幕 百余机器人顶尖企业携明星展品来京聚会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未来
世界的键盘手弹钢琴机器人、 读
心专家YOBY机器人、 达芬奇手
术机器人……一大波本领超强的
机器人月底来京聚会 。 昨天上
午， “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 新
闻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
组委会公布世界机器人大会筹备
工作最新进展。 记者获悉， 大会
将于8月22日到27日在北京亦创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届时， 100
多家国内外机器人顶尖企业将携
手机器人军团集结北京。

本次大会以 “创新创业制
造， 迎接智能社会” 为主题， 由
论坛、 博览会、 机器人大赛等三
大板块组成。 2017世界机器人博
览会作为重头戏， 为期5天， 展
出面积约5万平方米， 设置了工
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
器人、 人工智能展区以及国际展
区 。 KUKA、 ABB、 新 松 、 广
数、 软银、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等
来自全球机器人行业的领先企
业， 将带着各大明星展品亮相，
展示机器人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各

个环节的最新技术应用———仿生
机械蜻蜓、 机械水母， 达芬奇手
术机器人， 机器人钢琴家等等。
届时， 市民将有机会跟 “罗汉先
生 ” 调侃 ， 跟机械手臂掰掰腕
子， 跟脑控机器人下盘围棋， 令
人在大饱眼福的同时， 来一场与
机器人的亲密接触。

论坛部分， 由3天主论坛和
五大主题19个专题论坛组成， 汇
聚来自全球顶尖高校、 研究机构
和机器人企业300多位专家学者
和企业领袖， 围绕机器人发展战

略布局与政策导向、 一带一路与
机器人发展机遇、 基础研究与前
沿探索、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
趋势等多个热点话题开展高水平
的学术交流。

大会期间， 2017世界机器人
大赛也将同期拉开帷幕。 本次大
赛包括中国无人机公开赛总决
赛、 BCI脑控机器人大赛、 格斗
机器人大赛、 青少年设计竞赛等
4大分项赛事。 经过数月的激烈
角逐与选拔， 各赛事的总决赛将
在本次大会精彩上演。 届时， 大

批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机器人
爱好者将在本次大会上展示他们
的创意作品和高超技艺。

另据介绍， 本次大会采用预
约制报名。 要来大会现场体验最
酷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品的朋
友， 可通过现场、 手机、 网上三
种方式购票。 关注 “世界机器人
大会” 微信公众号点击 “活动报
名”， 或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
网www.worldrobotconference.com
(www.世界机器人大会 .com) 均
可提前锁定大会门票。

前往喇叭沟门沿途新建8处停车港湾

东城加派警力治理旅游大客车乱停放

昌平年底在美国开设硅谷创新园

房山三年将再建275个美丽乡村

燃气集团严查汛期工地供气安全

旧书换绿植
书香传爱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东城区了解到， 东城交通
支队加派警力， 对包括南河沿大
街、 朝内南小街、 朝阜路、 安定
门内大街等在内的道路进行旅游
大客车乱停放管理。

东城区旅游景点众多， 作为
旅行团主要运输工具， 旅游大客
车在区内部分地点停放问题较为
突出。 由于车辆较宽， 道路范围
内不具备设置大客车专用车位的
条件； 许多大客车采取在路内不
熄火停放、 驾驶员在车上等待的
形式， 等待旅行团游完一个景点
后再去下个景点。 这种行为造成
了较为严重的拥堵。 记者在王府
井附近的晨光街看到， 虽禁停标

志明显 ， 但由南向北两条车道
中， 有一条已被若干辆停放的大
客车完全占满， 其他车辆只能在
另外一条行车道上通行。 东城交
通支队东单大队交警依法对违法
停放的大客车司机进行了纠正教
育和处罚。

对于违法停放的大客车， 东
城区采取了加派警力和协管员在
重点地区周边， 如故宫、 景山、
王府井、 安定门内等地区进行值
守， 对大客车停放进行劝离， 对
拒不驶离或严重影响通行的进行
严格执法。 同时， 利用物防设施
进行管控。 在平安大街、 五四大
街、 景山东街、 景山前街、 安定
门内大街等地点加装隔离护栏 ,

不断减少旅游大客车停放空间。
交管部门还充分利用电视监

控， 在平安大街、 北河沿大街等
地点安排专人利用探头对大客车
违法停车进行摄录， 形成高压严
管态势。

此外， 东城交通支队安监民
警多次深入运输企业， 强化大客
车司机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 通
过以上手段， 强化重点地区、 重
点时段交通秩序维护， 缓解区域
拥堵。 近年来在故宫、 景山、 王
府井大街等地点加装护栏近5公
里， 在地安门东大街、 南锣鼓巷
南口及北河沿大街一线加装电视
监控探头19套， 也大大抑制了上
述区域大客车违法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