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本周，
北京几乎天天都是雷阵雨天气。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气象局获悉，
由于多属于雷雨对流性天气，局
地性较强，常常伴有短时大风、雷
电、局地强降水，甚至冰雹，提醒
市民外出注意防范。

据气象专家介绍，8月11日8
时至13日6时， 本市出现强降雨，
并伴有冰雹和短时大风等对流天
气，全市平均降水量31毫米，城区
平均降水量53.2毫米， 最大雨量
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160.8毫米，
最大雨强通州双埠头80.0毫米/
小时（20-21时）。

此次降雨， 市防汛指挥部启
动三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全市
共转移409户855人， 其中密云区
183户314人， 门头沟区105户269
人，平谷区24户41人，怀柔区69户
134人，石景山区5户10人，丰台区
49人，房山区23户38人。

市气象台发布， 目前北京地
区处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中。本
周几乎天天都是雷阵雨天气。提
醒市民朋友， 雷雨期间外出请尽
量选择公共交通， 合理安排出行
计划，驾车上路要减速慢行，尽量
避开积水路段， 车辆不要长时间
停靠在桥下等容易积水的地方。

本周天天有雨 市民外出注意防范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市】03新闻２０17年 8月 14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商场中
庭突然出现一群小学生欢快地起
舞，最后摆出了“26”的数字字样。
8月11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共同在荟
聚购物中心一层中庭举办“26℃
刚刚好”快闪活动。

“快闪活动形式比较新颖 ，
有助于吸引市民的关注度。 也让
孩子从小树立起节电意识。” 据
市城市管理委宣传动员处副处长
尹圆介绍， 今年入夏以来， 本市
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北京电网
最大负荷上升至2254万千瓦， 同

比增长8%， 这给电网安全运行
带来一定压力。

活动现场， 20多名小朋友跳
起了舞蹈， 并组成 “26” 字样，
引出活动主题。 于佳 摄

违法车辆入“信息库”将追责企业
本市交管部门启动 “一控两防” 货车违法专项整治

小学生玩快闪倡导“26℃刚刚好”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白莹）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
悉， 为严格控制货运车辆违法上
路行驶， 防范因货车违法上路和
尾气排放超标造成的严重空气污
染，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即日起交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一控两防”货运车辆专项整
治工作。在整治工作中，交管部门
将建立 “在京违法客货运车辆信
息库”，在对车辆违法实施现场处

罚的同时， 将车辆违法信息同步
录入信息库， 每月调取车辆违法
信息，对运输企业开展抄告追责。

据了解， 此次专项整治将重
点打击整治影响公共安全的货运
机动车7类严重违法行为 ， 具体
为：货运机动车故意遮挡、污损机
动车号牌； 货运机动车在高速公
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货运机
动车违反装载规定； 货运机动车
违反规定载客； 货运机动车违反

交通信号闯红灯； 货运机动车在
禁行时间、禁行路段行驶；驾驶报
废车辆违法上路行驶。 交管部门
表示， 对存有违法行为的货运车
辆一律严格纠正，高限处罚。

此次重点整治范围涵盖26条
道路。 其中包括本市12条省际高
速公路、5条市内高速公路及9条
重点国道。据交管部门介绍，在专
项整治工作中， 交管部门与属地
公安分局多警种联动， 并联合环

保、交通、城管等部门在全市范围
内成立70个专项整治执法组，采
取“常规整治”和“集中攻坚”两种
模式对货运车辆违法严管严查。

“常规整治”由各执法组按照
责任道路划分开展打击整治工
作；“集中攻坚”模式下，将根据违
法时空分布等情况， 对执法组集
中使用调配，对某一道路、某个区
域实施跨区域集中攻坚打击整
治。为确保整治效果，整治执法组

将联合高速路产巡视、 路政及环
保部门大力开展路面联勤执法，
形成整体合力， 有效提升打击震
慑和综合整治效果。

记者还了解到 ， 交管部门
将全面强化科技手段的应用 ，
各执法组将采取监控室设岗拍
照取证等科技手段， 将路段动态
违法实时拍照取证， 并及时传送
至现场执法组， 对违法车辆实施
拦截处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8月11
日， 市发改委和市金融局以绿色
发展为主题， 联合举办了北京市
绿色发展融资对接会。截至今年6
月末， 北京地区主要银行绿色信
贷领域贷款余额9017亿元， 同比
增长8.6%， 其中节能环保贷款余
额7560亿元，同比增长9.0%。部分
银行机构探索推出绿色理念的金
融产品、制定了绿色信贷政策。

为推动投资和融资两端发
力， 年初市发改委从加强信息共
享、建立沟通对接长效机制着手，

建立了“1+3+N”与金融机构对接
合作机制，促进产融结合，激发社
会投资活力。“1+3+N” 合作平台
即1场高层对接会、3场专项对接
会和N场专题交流会。 其中，1场
高层对接会以今年本市投资计划
安排和重点工程项目情况为主
题，3场专项对接会围绕京津冀协
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首都新机
场进展、绿色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等重点专项工作展开，
N场专题交流会根据发展新形势
企业新需求开展多种形式对接。

本市绿色贷款余额超9000亿元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东城拆违封堵保护600年古仓墙
本报讯（记者 边磊） 8月10

日，东城区东四街道会同城管、
工商 、食药监 、安监等部门 ，对
南门仓、 东门仓胡同违规开墙
打洞开始治理，拆除违法建设，
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

从 南 门 仓 胡 同 西 口 往 里
走， 马路北侧一个个餐馆接连
展现，地面上油污，门口堆放着
餐桌、 板凳等经营物品。 据统
计， 这里共计16处非法开墙打
洞，其中13家餐饮单位，还有6家
为无证无照经营。

这 些 店 家 的 非 法 开 墙 打
洞， 不仅破坏了环境造成安全
隐患和环境脏乱差， 关键是破
坏了具有600年历史的仓墙。现
场指挥封堵工作的东城城管东
四执法队的何申丹介绍，2010年
前后， 该院内部分居民未经单
位房管部门同意， 擅自将院内
原有平房拆除， 翻建成二层结

构建筑。 更有部分挨着仓墙房
屋的居民， 违规开墙打洞将仓
墙拆除， 将房屋拓建成沿街门
脸房，有的还加建二层，用来出
租经营牟利。

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志
勇表示，开墙打洞封堵、违建拆
除后， 能让仓墙不再受到烟熏

火燎，更好地保存下来，今后这
里将建成约9米宽 、500米长的
“休闲文化公园”。同时，由于陆
军总医院的南门位于南门仓胡
同，骑共享单车的人较多，乱停
乱放情况严重，街道计划设立5
处共享自行车停车点， 供市民
停放。 于佳 摄

天坛北门老磁器口豆汁店将换新颜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老磁
器口豆汁店地处天坛北门 ，往
来顾客络绎不绝。 随着经营规
模的扩大，该店逐步改造门脸，
并占道建设违法建筑， 影响天

坛周边整体风貌。
“经过前期摸底排查，豆汁

店前后存在约300余平方米的违
法建设， 楼体本身存在开墙打
洞现象， 高达两层楼的广告牌

匾也存在安全隐患。”东城城管
天坛执法队队长计伟介绍。8月
11日上午，天坛街道联合城管、
工商、食药、派出所等多个执法
部门， 出动执法人员60余人，对
天坛北门附近特别是老磁器口
豆汁店的违规牌匾、开墙打洞、
违法建设等环境问题展开综合
整治。

“在疏解整治提升的大环
境下， 豆汁儿店也希望能够借
此机会， 改造和提升店内店外
的环境风貌。”老磁器口豆汁店
负责人说。下一步，天坛街道将
根据区整体要求，对天坛北门、
祈年大街周边街巷进行统一风
貌设计提升， 让老字号豆汁店
重新焕发新光彩。 于佳 摄

万元购“问题”保健品 消协调解终退款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从房山区消协获悉，老年
人花费万元购买了 “问题” 保健
品，在消协的帮助下，退回货款。

今年7月底，两名八十余岁的
老人来到房山区消费者协会上门
求助， 称在2017年上半年在房山
区某公司通过授课、旅游、参观等
多种形式购买了如 “同仁堂安欣
胶囊”、“金花茶”在内的多种保健
品。后来消费者偶然得知，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不曾委托其他
公司销售 “同仁堂安欣胶囊”，且
说明该产品是赠品形式， 不在市
场上销售。 消费者认为自己受到
欺骗， 认为之前购买的保健产品
均无保障，要求该公司退款，但始
终无法达成一致。

房山消协受理该投诉后 ，及
时通知被诉公司负责人到会接受
询问调查。经查，该公司自2017年
2月向两位消费者销售“同仁堂安

欣胶囊”、“金花茶”在内的多种保
健品 ， 其中沈某货款和服务费
23700元 ， 戴 某 货 款 和 服 务 费
17720元。通过多次电话沟通及两
次现场调解后， 公司同意为消费
者扣除部分货款及服务费后退还
其余款项。

房山区消协建议老年人应提
高自身消费意识， 不轻信销售人
员花言巧语， 购买商品前多做了
解，不冲动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