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宣誓
展风采

昨天，石景山区300多名教
育工作者齐聚一堂， 欢庆第33
个教师节。教师代表通过歌曲、
戏剧表演、舞蹈、朗诵等形式，
展示了阳光敬业、 无私奉献的
形象， 学生也用歌舞表达了对
教师的感恩之情。当天，近90名
新教师宣誓， 承诺要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遵守教育法律法规，
履行教书育人职责。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李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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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北京市工商局公布了“12315”8月
份消费者投诉分析公示。当月，预
付费卡以及买商品送服务模式的
“美容套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消费者刘女士反映， 自己在
家附近的美容院办理了一张美容
卡， 使用此卡时经常遇到经营者
以店内美容师人手不够、 美容产
品备货不足等各种理由推辞。一
气之下刘女士拨打工商部门电
话， 请求工商帮助协商退费。目
前，工商部门已受理此事。

据了解， 美容套餐主要有两
种形式， 一种是针对会员推出的
“现金充值消费套餐”。 另一种是
搭配商品销售套餐。 工商部门提
醒消费者， 商家往往利用 “高消
费 ,低折扣 ”游说消费者高消费 。
而消费者受低折扣诱惑， 而忽略
了美容套餐是否适合自身使用。
此外， 消费者要与商家签订消费
合同，索要消费凭证等书面证据，
特别是对于 “搭配商品销售的服
务套餐”，要对商品的品牌、规格、
服务的期限、次数等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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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在通州开赛

紧急医疗救援可在15分钟内呼叫反应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天从本北京市交管部门获
悉 ， 为提高智能化交通管理水
平， 推动 “一控两防” 货运机动
车专项整治工作， 近日， 一批新
型 “电子警察” 设备正式上岗。
这次投入使用的256套新型 “电
子警察” 设备主要分布在五六环
主路， 以及五六环之间的高速、
国道及主要联络线上。

据介绍， 新型 “电子警察 ”
不仅能及时记录闯禁行、 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 、 不系安全带 、 逆

行、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
为， 还可以通过高性能嵌入式处
理器、 先进的图像识别和深度学
习算法 ， 实时采集道路交通流
量、 流速等数据信息， 配合路面
警力动态调配， 切实提升交通态
势研判和掌控能力， 有效缓解拥
堵。 同时， 新型 “电子警察” 还
具有车型识别功能， 支持10种车
型、 11种车身颜色 、 250种车标
和2100种子品牌的检测识别， 通
过车辆特征比对， 从而实现及时
发现套牌、 假牌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由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举办的2017
年北京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在通
州区举行，全市16个区和6家市级
医疗卫生机构， 共计22支代表队
170名参赛队员参加本次竞赛。据
市卫计委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市
紧急医疗救援平均急救呼叫反应
时间在15分钟以内， 市民急危重
症急救呼叫满足率达到 95%以
上 ， 市民急救服务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据悉，此次竞赛按照“重在操
作技能，突出专业特点”的原则组

织进行， 竞赛涵盖突发急性传染
病防控、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突发中毒事件处置3个专业项目。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份以来市卫
计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以 “技
能竞赛砺练精兵， 卫生应急护航
健康” 为主题的全市卫生应急技
能竞赛活动，共吸引了180余家医
疗卫生机构 、1600余名卫生应急
战线的医务人员参与。

市卫计委表示， 目前全市已
建立起急救指挥体系、 应急救援
队伍体系以及医疗救援信息报送
机制；已实现120、999两个院前医

疗急救平台急救调度系统数据共
享、 双网联动； 实现了全市所有
120救护车辆统一指挥调度；形成
了布局均衡的空中医疗救援基地
网络， 为开展空中医疗救援创造
条件。

据了解， 去年全年， 全市院
前急救力量共处置自然灾害、 事
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
全事件四大类突发事件1498次 、
完成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2419起， 出动车辆3141车次， 出
动人员9423人次， 转送伤员9284
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市
发改委日前批复相关方案， 安排
市政府投资近13亿元，购置5大类
40种高精尖灭火救援装备。 预计
明年底， 这些装备将配备全市18
个消防支队和66个消防站。

去年， 针对本市消防综合应
急救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市发
改委会同市公安局消防局， 形成
《关于提升本市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能力的工作方案》。优化消防装
备结构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明
确由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保障。

据介绍， 市公安局消防局结
合本市灭火救援实际需求和现有
消防站辖区特点， 拟购置一批高
精尖灭火救援车辆装备， 着力提
升18个消防支队及朝阳区望京、
海淀香山、 顺义空港等66个消防
站灭火救援能力。 项目总投资近
13亿元，购置5大类40种高精尖灭
火救援装备，主要包括：消防专用
直升机、登高平台消防车、多功能
侦检车、消防化学侦检机器人等。

据了解， 此次增配高精尖消
防设备， 恰逢全市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整治。下半年，本市将开展为
期半年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
行动，排查隐患并整改。此次整治

内容包括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
消防设施、 安全疏散设施、 管道
井、电器燃气管理等，治理重点是
超高层及超大型综合体高层建筑
以及老旧高层居民住宅。

本市投资近13亿元升级消防装备

本报讯（记者 任洁）“京台女
性共筑梦 两岸双创赢未来”第二
十届京台女性论坛科技论坛昨天
举办， 来自北京和台湾的10位发
言人结合女性特点与优势， 分享
了科技创新、 企业发展、 人才培
养、传统文化等热点话题。

此次参会的近30名台湾嘉宾
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 与北京的
女企业家探讨如何推动女性创业
与创新。论坛期间，市妇联还为台
湾嘉宾安排了参观中关村智造大
街、台湾会馆等活动，台湾企业家

表示， 希望继续保持与北京妇女
姐妹的友好往来， 不断扩大和丰
富京台两地妇女合作的范围与内
容，提升交流的水平与层次。

购置5大类40种高精尖灭火救援装备

京台女企业家热议女性创业创新

师生互行
鞠躬礼

8日，第六届北京孔庙国子
监国学文化节开幕式在孔庙大
成殿前广场举行， 来自东城教
育系统的22名优秀教师代表和
80名学生代表互行鞠躬礼，并
共同向孔子像行敬师礼。 本届
文化节开幕式以古代文明史中
的文化符号为表演主干， 表演
内容融入古筝、洞箫、戏曲、歌
舞、吟诵、书画、沙画等多种形
式，展现国学的渊博与魅力。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周五起14条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从

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9月15日首
车起，14条公交线路将优化调整，
同时4条线路增设或调整中途站
位。 本期线网优化重点针对长安
街、 中关村大街等交通走廊的并
行线路进行优化整合， 通过运力
资源的优化再平衡， 骨干线路运
力的增加， 进一步强化长安街1
路、52路，中关村大街320路，德贤
路－蒲黄榆路599路， 海淀山后地
区346路、651路的骨干线路功能。

优化线路包括 ： 新开320路
其首末站为北京西站和地铁西二
旗站； 撤销特18路 、 717路 、 99
路、 特5路、 623路； 调整741路
并更改路号为50路， 其首末站为
左安门外和北京西站；调整52路，
其首末站为靛厂新村和平乐园；

调整特10路并更改路号为610路，
其首末站为鲁谷公交场站和西苑
枢纽站；调整633路，其首末站为
杨坨和环保科技园； 调整330路，
其首末站为后沙涧和环保科技
园； 调整642路， 其首末站为环
保科技园和土楼村； 调整599路，
其首末站为博兴六路公交场站和
前门；调整821路，其首末站为小
周易村和方庄南口。 调整中途站
位线路包括：1路双向“大北窑西”
站东移约300米至辅路站位；58路
双向“大北窑西”站西移约300米
至主路站位；346路双向增设 “百
望山森林公园”“回民公墓”“亮甲
店”“亮甲店西站”“屯佃大桥”“冷
泉村北”“温泉路东口”“白家疃东
口”“温泉苗圃” 站；805路双向增
设“日坛路”站。

地铁1号线安全门全线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 继上个月
地铁2号线安全门全线投入使用
后，昨天起，地铁1号线安全门也
全线投入使用 （苹果园站涉及枢
纽改造暂不投用）。至此，本市全
部19条地铁线路均实现安全门防
护，结束了无“屏蔽门”时代。

据介绍，地铁1号线1971年开

始运营，是全国首条地铁线路。由
于当时尚无加装站台安全门的理
念和先例，车站的站台宽度较窄，
站台板的强度未考虑安全门的重
量， 给此次加装安全门工作带来
很大难度。因站台承重原因，与新
线地铁不同，地铁1号线、2号线安
装的是半高式“屏蔽门”，专业上
称为安全门或者站台门。

本市256处新型“电子警察”上岗
可抓拍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

8月“美容套餐”成消费投诉热点

8日，为加强老旧小区居民对火灾的处理能力，朝阳区潘家园街道
开展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发放现场会。 图为区消防支队防火处处长商明
率工作人员入户进行监督指导。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