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李丹 王亚萌 ） 记者昨天从
延庆区市政市容委了解到， 今
年8月 ， 延庆区对全区道路路
牌进行了筛查治理， 共拆除了
山寨路牌80余块。

据了解， 这些山寨路牌未
经任何部门备案审批， 随意悬
挂在灯杆或交通标识杆上极易
分散司机注意力， 具有很大的
交通隐患， 由于字体和颜色极

容易混淆正常城市路牌， 严重
破坏了城市景观环境， 必须对
其进行治理并拆除。

截 至 8 月 25 日 ， 延 庆 区
市 政 市 容 委 牵 头 城 管 执 法
局 、 旅游委 、 各乡镇街道等
属地部门进行了多次执法行
动 ， 清理了包括八达岭快速
路、 延康路、 延琉路、 滨河南
路、 沈韩路及庆隆街等 城 市
主要道路上违规设置的山寨

路牌80余块。
目前， 集中治理行动已结

束， 但遏制山寨路牌工作还
在 持 续 开 展 中 ， 各街乡镇属
地部门 根据各条道路两侧山
寨路牌的反弹现象， 制定长效
管控措施， 加强属地环境管理
力度 ， 提高 对 山 寨 路 牌 的 巡
查频次， 做到不定期、 不定次
随时检查和抽查， 一经发现立
即拆除。

延庆拆除80余块山寨路牌
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星
空”、 “银河”、 “十二星座” 符
号图案的大片菊花海出现在顺义
……9月9日， 北京国际鲜花港秋
季菊花展将正式启动， 此次菊花
展以 “老北京·新京韵” 为主题，
至10月29日结束， 历时51天。

本届室外展种植面积近10万
平方米， 40多个花卉品种 ， 主

要以不同品种的千头菊 ， 搭配
各色菊科花卉为主。 个别区域以
“星空” “银河” 等抽象图案为
主题， 通过 “十二星座” 符号图
案， 增加游客的趣味 性 和 互 动
性 。 本届室内展分为精粹·京
韵 、 红墙·古都、 非凡·时尚、 金
鸡报喜四大区域， 以北京丰富的
历史底蕴， 展现不同时代的首都

风貌。
活动期间， 园区还将举办一

场盛大的 “亲子游园会”， 引入
35项老北京 、 新北京的童年游
戏， 通过跳房子、 滚铁环等经典
游戏和高空隧道、 指压板闯关等
当代热门游戏的混搭， 为游客带
来不一样的童年体验。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目前，
施工人员正在对延康路进行面层
铺筑施工。 改造后的延康路将由
单车道改为两上两下双车道， 预
计今年11月底前全部完成。 这是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路桥养护集
团瑞通十处了解到的。

延康路北起湖南西路， 南至
康 庄 镇 政 府 ， 全 长 9.59公 里 。

2019年世园会期间， 延康路将成
为北京市中心城及张家口方向进
出世园会园区的主通道。 为配合
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召开， 提升
道路通行能力， 延康路由原二级
公路提及改造为一级公路。

据了解， 此次路面底层所有
沥青混凝土全部采用厂拌热再生
沥青混凝土，可节约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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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将加强超标电动自行车管理

本市开始摸底共享单车需求量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昨天，
工美黄金之黄金创意空间暨大师
平台正式在工美集团旗下白孔雀
艺术世界启动。

北京工美集团党委副书记 、
总经理魏连伟表示， 工美黄金创
意空间的建立， 依托于北京工美
集团行业品牌优势， 整合行业最
具影响力的工艺美术大师资源，

致力于传承工艺美术的文化精髓
和精湛技艺， 创造出彰显皇家风
范、 极具文化内涵的高端贵金属
艺术臻品。

据工美黄金创意空间创始人
周彦君介绍， 活动展出了百余件
不同工艺的贵金属产品， 囊括了
花丝、捶揲等多种传统手工技艺，
且多出于名家之手。

延康路11月底前完成提级改造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针
对共享单车的管理， 本市将从小
区域开始着手， 由街道牵头摸底
共享单车的需求数量 。 昨天上
午， 北京市交通委缓堵处副处长
周天和市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
张希做客北京交通广播。

近期， 全国多城宣布暂停共
享单车投放， 其中以上海、 南京
等城市为代表。 在日前市交通委

的政务开放日活动上， 市交通委
主任周正宇在回答大家关心的共
享单车数量问题时表示， 本市或
将控制共享单车数量。 目前， 本
市域内约有160万辆共享单车 ，
包含13家共享单车企业， 已有通
州区、 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和左家
庄街道都进行了基于北斗系统的
电子停车围栏试点。

周天表示， 目前本市自行车

出行比例正在提高， 计划到2020
年， 出行比例规划要提高到18%
以上， 充分说明自行车是市民出
行的重要方式。 目前， 交通部门
正在从小区域开始着手摸底， 因
为各个街道的情况条件不一样，
里边包括的居住区或者商业区不
同， 街道内有几个大的地铁站，
都会影响区域内共享单车的需
求。 所以对于共享单车的数量，

将会由街道牵头摸底共享单车的
需求数量。

电动车逆行一直是让许多市
民朋友头疼的问题。 针对超标电
动车的治理 ， 周天在节目中介
绍， 目前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正在
研究超标的电动自行车治理的三
年行动计划， 同时也在和市政府
的法制部门一起， 做好立法的工
作， 为治理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提供法律依据， 下一步将加强
管理。

北京工美集团打造黄金创意空间

矫治所为未成年犯举办成人礼
本报讯（记者 李一然）“我自

愿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义
务， 行使公民权利， 努力成为有
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
的人才 ， 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
献， 成为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 昨天， 在北京市沐林教
育矫治所， 30余名刚满18周岁的
青年庄严宣誓， 为即将迈入成年
人的自己许下一份承诺。

据管教民警介绍， 这里的未
成年罪犯中大部分为外省户籍，
要么父母离异， 要么父母忙于工
作， 疏于管教， 导致孩子误入歧
途。“在民警眼里，没有坏孩子，只
有干过坏事的孩子。 我们举办这
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让未成年服
刑人员有一个新的成长领悟，点
燃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唤醒他们
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师
爱无尘” 北京教师节庆祝活动将
于本周末在红领巾公园举办。 记
者昨天获悉， 届时将有十大项目
供家长和学生体验， 其中16位名
师将亲临现场为家长答疑解惑。

这16位提供义务咨询的名师
包括八一学校副校长刘荣铁、 十
一学校生物特级教师王春易、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邓

虹、 景山学校语文特级教师周群
等，涉及各学段和学科。黄城根小
学校长麦峰、 朝师附小校长齐振
军将在现场为家长支招， 如何管
理小学生情绪， 以及家长做哪些
事才能与学校教育保持一致。青
年教师可以到“名师沙龙”，聆听
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余凯等4位
教育大咖所讲的 “教师如何在师
生关系中把握自身职业角色”。

16位名师周末齐聚红领巾公园

喜喜迎迎十十九九大大

本报讯 （记者 唐诗）9月，各
学校、幼儿园相继开学。记者昨天
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根据
北京市现行的免疫程序，新入托、
入学和转学的学生家长需要 携
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报到 ，如
有漏种， 应按要求尽快带领孩子
到指定预防接种门诊进行补种。

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 查验
免疫预防接种证的对象包括新入
托儿童、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初
中一年级入学新生、新转入儿童。
疫苗补种对象包括查验中发现未

按最新的 《北京市免疫规划疫苗
免疫程序》完成疫苗接种的入托、
入学及转学儿童。 接种证显示少
于免疫程序所规定的视为漏种，
是否需要补种由接种医生判断。

入托、 入学儿童应在9月30
日前完成查验， 11月30日前至少
完成漏种疫苗的首次补种、 漏种
儿童复验。 转学儿童应在转入后
一个月内完成查验和补种。 漏种
儿童家长接到 《儿童补种通知
单》 后， 需及时带领儿童， 持儿
童补种通知单、 免疫预防接种证

前往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确
认漏种信息并完成补种 。 补种
后， 家长需将免疫预防接种证交
回所在托幼园所、 中小学校接受
复验。

市疾控中心提醒家长， 平时
要关注儿童疫苗接种情况， 开学
时按要求带上免疫预防接种证报
到， 如接到 《儿童补种通知单》，
需及时完成补种。 托幼机构、 中
小学校应将免疫预防接种证查验
工作纳入新生报到程序， 指定专
人负责查验。

新生入托入学须查预防接种证

顺义将现“星空”图案菊花海

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教学楼启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黄英）开学之即，北京住总集团
工程总承包部承建的北京化工大
学昌平新校区教学楼正式启用。

据了解 , 北京住总集团工程
总承包部主要参建新校区的第一
教学楼和6个实验楼工程，建筑面
积9.4万平方米。

在建设过程中， 住总集团工
程总承包部在新技术应用、 设计
变更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 在充

分满足实用要求基础上保证了设
计美观和节能环保。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