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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石景山查处新 《大气
法》 实施以来首例环境违法行为
行政拘留案件。

8月18日， 石景山区环保局
执法人员在对北京京顺宝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
现， 该单位有两个喷漆房并可以
正常使用， 但工人却在喷漆房外
喷漆操作。 执法人员拍照取证，
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并由该单位相
关负责人签字确认， 同时责令该
单位停止违法行为。

８月21日，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按照案件办理流程对京顺宝的法
人委托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
问调查笔录。随后，下达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以及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 8月23日，区环保局将该
起环境违法案件移交区公安分
局，区公安分局连夜审查。主要责
任人于8月24日被执行行政拘留5
日，现场喷漆工人于8月28日被执
行行政拘留5日。

下一步， 区环保局将依据新
《大气法》 规定， 对该单位实施
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石景山首次行拘环境违法责任人
□本报记者 唐诗

藏在全市各区域的 1500个
PM2.5小微监测点正在 “打散乱
污” 专项执法行动中派上用场，
成为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利器。
每位执法人员的手机上安装了
“大气污染热点网格监管平台 ”
APP， 可实时显示热点网格内的
污染物浓度数据， 确保每一次环
保执法实现精准检查。

“请接受尾气检查！ 摘空挡、
拉手刹、别熄火！ ”9月9日晚10时，
在大广高速求贤停车区的治安检
查站， 民警拦下通过的大货车之
后， 大兴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
站的执法队员迅速检查。 随着大
货车司机踩下油门， 环保执法队
员打开手电筒，对准排气管，盯住
排出的尾气。 这辆外地牌照的大
货车冒出的黑烟证据十足， 执法
人员立即对其进行处罚。

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
理中心监察科副科长苏学田介
绍， 按照北京市的地方标准， 共
有两种检测方法。 一种是仪器检
测， 检测数据超过限值即排放超
标。 第二种是目测法判定， 车辆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冒黑烟， 仪器
检测肯定超标。 “这次是移动源
执法， 附近没办法接电进行仪器
检测， 所以采取了人工检测。 对
于检查不合格的车辆， 根据北京
市地方标准处以500元至3000元
罚款中的低限500元罚款。”

外埠货车司机拿着罚款单却
不肯接受处罚，最终，因其拒绝代

收代缴（即现场缴纳罚金），环保
部门要求其15日内到银行缴纳罚
款，如不按期缴纳，环保部门将移
交车辆属地处理，列入黑名单。

苏学田表示， 北京市内车辆
如果发现不合格，15天内缴纳罚
款，限期整改，否则第二年的车检
将不会通过。对于外埠车辆，采取
的措施是代收代缴即现场缴纳罚
金。 如果第二次仍检查出车辆有
问题， 环保部门会将其纳入黑名
单每月交给交通部门， 车辆再次
进京将会受阻 。 “截至目前 ，有
1001辆外埠车进入了黑名单。 ”

从当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凌
晨， 大兴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
站的执法队员在警方、 交通部门
执法队员的协作下， 共检查车辆
86辆、 处罚8辆， 罚金共计6300
元。 执法行动同时在朝阳、 丰台
等多个区展开。

市环保局统计，截至今年8月
底， 全市移动源监管部门共检查
重型柴油车67万辆次， 处罚排放
超标12513辆次， 合计处罚金额
652万元。 执法检查效果的提升，
这１５００个PM2.5自动监测小微站
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闵丹 通讯员 诸颖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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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京铁天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餐饮团队

1500个PM2.5小微监测点上岗
□本报记者 孙艳

服务先行
史上最大运动员餐厅获赞

面对全运会的餐饮任务， 北
京京铁天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组
建了1200人的运动员餐厅餐饮服
务团队， 其中中高层管理员工全
部来自公司内部。 从项目中标到
项目结束， 历时半年之久， 公司
凭借丰富的项目经验， 精心筹划
各类运行方案20余项， 认真完成
员工各类培训， 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 并获得一致好评。

8月27日， 第十三届全运会
开幕。 全运村运动员餐厅做了精
心的布置， 每一张餐桌上都摆上
了 “祝贺全运会 精彩开幕 ” 的
红色桌牌， 餐厅门口挂起了红色
横幅， 预祝运动员比赛顺利。 因
为天气转凉， 运动员村餐厅特意
煮了姜丝红糖水， 并将面汤、 粥
类暖胃食物的备量加大， 每桌都
提前放上了常温饮料。 当晚， 餐
厅为500名运动员准备了丰盛夜
宵， 让他们在开幕式归来后能吃
上可口的菜肴。

运动员餐厅面积15946平方
米 、 餐位 5096个 ， 在全运会期
间， 餐饮团队提供国内 “八大菜
系” 全自助供应凉菜、 热菜、 明
档、 冷餐、 水果、 饮料、 汤粥等
多达百余个品种， 可满足不同人
群的口味和需求， 此外还有500
多个清真餐位。 运动员们称赞餐
厅菜品齐全、 味道可口、 服务周
到。 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在视察全
运村时评价运动员餐厅是全运会
史上最大的运动员餐厅， 也是运
作最好的一届餐厅。

层层把关
57项风险防范预案保品质

全运会期间， 运动员餐厅每
天都要消耗40多吨的食材。 在食
材储存区， 所有食材都来自放心
基地， 每一批次都有严格的检验
报告， 餐厅后厨设有明确的储存
规范和标识标签， 食药监部门还
派驻了现场食品安全保障人员，
确保层层把关。 比如蔬菜的检验
单，只有农残、重金属和微生物检
验合格后，才可以进入冷库。在村
委会的督导下， 餐饮服务商还制
定了57项风险防范预案， 模拟发
生火灾，食材收货、储存、运输出
现问题， 菜品断供等风险时的应
对，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让宾
客们吃得安心、舒心、放心。

全运村行政总厨冯二义说：
“每一道菜在制作上都有严格的
流程， 每位厨师都有一个每道菜
制作的工艺标准卡片， 会按照这
个流程来制作。”来自全国各地的
运动员及工作人员 “众口难调”，
为此， 全运村运动员餐厅安排多
种菜系，更推出了特色点餐服务，
有需要的人员可以提前使用网络
或电话等手段向餐厅提供所需餐
食的口味清单或具体菜色， 满足
条件的将由餐厅进行单独处理。

倾心投入
团队员工齐心协力保服务

凌晨4点半的全运村四下寂
静， 付柏华已离开全运村宿舍，
赶往全运村运动员餐厅。 检查食
材供货情况 ， 保障供应量足质

好， 这是把好用餐安全的重要一
环， 也是他每天工作的开始。 来
自北京京铁天佑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的他， 被指定为此次全运村运
动员餐厅的运转总经理， 被公认
为是 “餐厅里最忙碌的人”。

不止是他， 后勤经理林博5
月底刚刚结婚， 为了全运会， 办
完婚礼就离开了新婚妻子。 他负
责40趟班车管理， 晚上发车频率
高， 他每天就睡在车里。 行政总
监张寅的孩子刚满2个月他就来
到全运村， 不仅负责餐厅行政办
公 ， 还要管理员工宿舍 、 员工
餐 、 班车 ， 保证 1200名员工吃
好 、 休息好 。 供应链总监姚鸿
霞， 她根本顾不上今年要中考的
孩子， 只能鼓励孩子自己努力好
好考。 运营部B班运营经理杜静
宇的经典语录则是 “每天走不到
三万步就不算上班”。

这是历届全运会全运村运动
员餐厅接待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运行时间最长的。 在整个运营期
间，大家拧成一股绳，全身心投入
到运动员餐厅的各项工作中。他
们说：“运动员有比赛要拼， 工作
人员也有赛场。 保证运动员吃得
好、安全，我们的比赛就赢了。”

近年来， 北京京铁天佑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积极走向市场， 发
挥企业集团化优势， 不断运作体
育赛事的各类服务项目， 先后成
功运作2012年亚洲沙滩运动会 、
2013年沈阳第十二届全运 会 、
2015年世界休闲体育大会以及
2017年天津第十三届全运会的住
宿餐饮等服务项目， 树立了公司
在全国大型体育赛事餐饮服务项
目的市场地位。

9月9日， 随着第十三届运动会全运村正式闭村， 全运村运动员餐厅餐饮服务项目也正式落下
了帷幕。 此次全运村运动员餐厅由北京铁路局北京京铁天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从8月15
日至9月9日期间， 每天为1万余名运动员提供18小时不间断供餐服务， 提供菜品总数528道， 菜单
七天一循环， 共接待了31万人次运动员就餐， 以优质的服务和安全美味的菜品赢得了肯定。

9月10日晚上， 北京市妇联
举办新媒体线下主题活动———
“舌尖上的传承” 教师节感恩送
祝福活动， 8位教师与8名小学生
组成四个烹饪小组， 在指定时间
内共同制作完成一顿爱心餐， 为
教师献上特殊的节日礼物， 并由
主厨现场点评最佳菜品。 主办方
还将通过市妇联官方微信 “北京
女性”， 以线上投票的方式评选
出 “9·10感恩之夜 ” 最有爱的
师生组合。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董静 摄影报道

“舌尖上的传承”
师生共煮爱心餐

助力 “打散乱污” 专项执法

近日， 以 “金秋玉渊” 为主题， 突出欢庆、 丰收、 祝福的玉渊潭
公园第九届农情绿意秋实展正式拉开帷幕， 为期30天的秋实展活动共
集成 “赏景、 观展、 品秋、 送福” 四大特色， 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浓浓
秋韵中尽情体验。 一头长16米， 宽5米， 高8.8米会鸣叫、 能扇耳、 可
巡游的机械大象首次亮相玉渊潭。 一齐亮相的还有擎天柱、 大黄蜂等
10架变形金刚铁艺机器人模型。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玉渊潭“农情绿意”展秋实

全运会餐厅，我们的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