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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东城区第二阶段全
民健康生活方 式 行动启动仪式
暨2017年东城区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宣传周活动在朝阳门街道
启动。

截至目前， 全区已创建健康
社区、 健康单位、 健康餐厅、 健
康食堂、 健康步道、 健康小屋、
健康主题公园等健康支持性环境

124处。 在开展支持性环境建设
的同时，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1526名， 让越来越多的健康使
者活跃在百姓的周围。

下一步， 东城区将继续加大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推广力
度， 开展 “三减三健” 系列专项
行动， 把科学规范的健康教育送
到百姓身边。 （黄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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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15家企业投放运营车辆达235万辆

本市暂停共享自行车新增投放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
到 ， 京津冀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
监 测 防 控 信 息 采 集 与 共 享 平
台启动会议暨京津冀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监测技术经验交流培训班
在京召开。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为京津冀三
地监测人员配发监测设备， 培训

了样品采集、 监测仪器操作等技
术， 并启动京津冀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监测信息采集与共享平台。
据介绍， 此次信息采集与共享平
台启动后， 京津冀野生动物保护
相关部门可以在平台上实时查看
各地信息， 实现三地数据的互联
互通， 一旦发生野生动物疫情，
将可以进行及时、 有效的沟通与
处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北京市交通委召集各区管理
部门和15家共享自行车企业负责
人， 听取共享自行车投放和管理
的意见建议， 经研究决定并下发
通知， 暂停在本市新增投放共享
自行车。

对此， 各共享自行车企业均
表示理解和支持暂停新增投放的
决定。据了解，上海、广州、深圳、
武汉等11个城市已暂停共享自行

车新增投放， 加强共享自行车总
量调控和秩序管理。

一年来， 本市共享自行车迅
猛发展。据最新统计，全市已有15
家共享自行车企业， 投放运营车
辆达235万辆， 在推动绿色出行、
缓解交通拥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但其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
时， 也存在投放和停放无序的问
题， 特别是在一些地铁和公交车
站、重要交通枢纽、大型商圈等区

域，出现共享自行车过度投放、堆
积占道等现象，给城市交通秩序、
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了不利
影响。为此，市交通委按照鼓励规
范发展的原则， 决定暂停共享自
行车新增投放， 并组织开展停放
秩序整治工作。

下一步， 市交通委将牵头出
台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
导意见， 并制定相关停放区设置
技术导则和系统技术与服务规

范，建设监管与服务平台，建立和
完善承租人信用体系。 市区两级
政府部门将根据非机动车停放管
理规划及停放秩序状况， 进行总
量调控。

各区管理部门按照 “属地监
管”的原则，对企业和停放秩序进
行监督管理， 落实自行车停放区
设置， 制定车辆停放正面清单和
负面清单，测算辖区容纳量，并根
据车辆停放秩序情况， 开展日常

监管、 信誉考核和应急处置等工
作。同时，要求企业做好日常运行
调度，规范承租人行为，及时清理
违规停放车辆，维护停放秩序。

另外， 综合考虑骑行安全和
停放秩序、道路通行条件、充换电
配套设施安全等因素和公共服务
等特性， 本市不发展电动自行车
作为共享自行车。 各区和相关管
理部门将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维护城市正常运行秩序。

本报讯（记者 孙艳） 全国唯
一的 IPTV集中播控总平台———
爱上电视；“讲中国故事、绘‘一带
一路’———‘中国网+华人码’”文
创产品； 打造沉浸式新媒体艺术
剧的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即将
开幕的北京文博会， 朝阳区从全
区8.2万多家文创企业中精选的
“文化+” 精品项目将集中亮相，
21个分会场活动更是让市民就近
过“创意节”。

据介绍 ， 今年朝阳区采取
“1+21” 模式参加第十二届北京
文博会系列展览展示活动，即1个
主展区+21个分会场。 主展区设
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4号馆 ，以

“文化+”产业融合 、全新互动体
验为特色，百余个精品文创项目、
品牌企业将精彩亮相， 全面展示
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特色。

据了解， 今年参展文博会从
全区8.2万多家文创企业中，选取
了在行业领域知名的文创企业集
中展示新创意、新产品、新技术，
如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创新打造沉浸式新媒体艺术
剧，以数字技术、装置艺术、光学
媒介和电子媒介等手段创造一个
立体互动、 虚实结合的想象力空
间； 全国首个国家版权创新基地
致力于打造中国规模最大、 服务
最专业、 产业体系最完整的版权
全产业基地等。

除主展区外， 在第十二届北
京文博会期间， 朝阳区域内的21
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设立
分会场， 精心策划了百余场文化
创意主题活动，面向市民开放。包
括2017年3D技术与创意博览会，
2017懋隆文创园将举办中国工艺
精品传承与创新系列展， 北京电
影学院文创园影视投融精英论
坛、 中国式大片对话好莱坞电影
发展圆桌论坛， 金田影视产业园
“时代先锋、影视产业的跨域与融
合”主题论坛，2017北京国家广告
产业园区将举办金鼎奖论坛等百
余场文化创意活动， 涵盖展览展
示、新品发布、沙龙论坛、品鉴拍
卖等多种形式。

朝阳文化+精品项目将集中亮相文博会

浅山区严禁各种违规圈地开发
本报讯（记者 李婧） 北京市

规划国土委和市农委近日联合发
布的 《北京市严禁严管浅山区新
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措施》提
出， 坚决杜绝浅山区新增违法占
地违法建设， 其中包括严格控制
新开发建设项目， 严禁打着各种
名义旗号违法违规搞圈地开发。

市规土委、 市农委相关负责
人强调， 对浅山区用地管理要做
到“六个严格”。第一项是严格控
制新开发建设项目。 严禁打着各
种名义旗号在浅山区违法违规搞
圈地开发； 严禁在城镇集中建设
区外搞各种规模的商品住宅开
发；严禁整体镇域开发；严格审查
和审慎推进浅山区特色小镇建
设，把好项目准入关。

同时， 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

制。 加大对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
的“村地乡管”力度，农用地、未利
用地对外发包及流转须经乡镇政
府审批，并由其加强批后监管，防
止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严格设施农业和种植大棚项
目管理也是严控的一项重要内
容。负责人表示，要严格设施农用
地备案制度，提高准入门槛，发展
高效节能、 高附加值的创新型高
科技农业。 对以设施农业项目为
名违法建设、销售“大棚房”的，一
律强制退出浅山区， 并暂停所在
乡镇辖区内的设施农用地备案，
直到全部整改到位。

严格控制畜禽养殖规模 。巩
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成果，关
闭、整治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
有序退出禁养区内规模以下经营

性畜禽养殖。
对于新增的违法占地违法建

设，北京将严格落实快拆机制。加
大对浅山区的卫片监测、 动态巡
查等频度， 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
逐步推行月度卫片监测， 确保及
时发现、 处置新增违法占地违法
建设行为。 对非公共公益性违法
占地违法建设，一经发现，区、乡
镇政府应立即启动快拆机制，坚
决予以动态“清零”。

此外， 还将严格执行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政策。 按照城市建设
“减量发展”的新思路，严控新增
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
因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 导致新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
未整改到位的， 暂停办理该地区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三地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防实现共享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了解到， 顺义区民政局计划在
2017年至2018年，在全区各镇、街
道社区、居（村）委会建立100个规
范化捐助站 点 （ 以 居 委 会 为
主 ），逐步完成基层捐助站点建
设工作，实现顺义区全覆盖。

据了解， 顺义区民政局将捐
助站点建设工作纳入今年重点工
作，并出台了《顺义区加强社会捐
助站点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在
全区范围内召开动员会。 在此基
础上， 区民政局已向区财政局申
请财政资金70余万元， 用于社会

捐助站点建设。截至目前，顺义区
已在全区设立“五个一”规范化捐
助站点13个， 所捐衣物由市捐赠
中心回收分拣、清洗、消毒后用于
困难群众帮扶及灾区救助。

本报讯 （记者 盛丽）9月9日
和10日本市将举行2017年北京国
际铁人三项赛，赛程起、终点均设
在园博园内。活动期间，受园博园
及周边道路临时交通管控影响，
沿线行驶14条公交线路将分时、
分段采取停驶等临时调度措施。

9月9日，专55路6点20分至比
赛管制结束全线停驶；994路7点
至比赛管制结束缩短线路行驶；
897路7点10分至比赛管制结束，
地铁园博园站移至园博园大道与
园博园南路交叉口南侧 ；391路7
点20分至比赛管制结束扩大间
隔；565路7点至比赛管制结束扩
大间隔。

9月10日， 专55路6点40分至
比赛管制结束全线停驶 ；550路7
点至比赛管制结束停驶 ；830路7

点20分至比赛管制结束扩大间
隔；843路7点30分至比赛管制结
束扩大间隔；897路7点20分至比
赛管制结束， 地铁园博园站移至
园博园大道与园博园南路交叉口
南侧；951路7点20分至比赛管制
结束扩大间隔；994路7点至比赛
管制结束缩短线路行驶 ；391路7
点10分至比赛管制结束扩大间
隔；565路7点至比赛管制结束扩
大间隔；624路7点至比赛管制结
束， 槐树岭公交场站发出采取扩
大间隔， 航天桥南发出采取缩短
行驶措施；574路7点20分至比赛
管制结束缩短线路行驶 ；310路7
点30分至比赛管制结束缩短线路
行驶；309路7点30分至比赛管制
结束绕行甩站；356路7点50分至
比赛管制结束扩大间隔。

21个分会场活动让市民就近感受“创意”

手机上
“亮”后厨

14条公交线周末让行国际铁人三项赛

东城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达1526名

顺义将建100个规范化捐助站点

昨天， 西城区首家实
现手机APP监控后厨的餐
饮门店在庆丰包子铺西单
店上线， 监控主要设立在
食品加工、 烹饪、 餐具清
洗消毒等操作间 。 据了
解， 庆丰包子铺将以西单
店和安东店作为试点， 引
入该监控系统。 市民只需
下载相应的手机APP， 即
可随时在手机上查看餐厅
菜品制作、 餐具清洗消毒
等重要环节的操作过程。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