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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义） 8日，由
市商务委主办，北京烹饪协会、金
源新燕莎MALL与美团网联合承
办的 “第六届北京端午美食文化
节”在金源新燕莎MALL启动。本
届文化节为期18天，线上将有100
余家企业参与品牌宣传； 线下65
家企业在65个展位上售卖商品达
千余种，是历年来展卖之最。

据了解， 本届活动从6月5日
起至18日， 共有100余家品牌企
业，上千家门店参与。其中，美团
APP、微信服务号、文化节资源页

面等多渠道向消费者发放福利进
行活动引流。 文化节现场进行优
惠券派发和互动活动，形成场内、
场外、线上线下的充分互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保川) 10
日， 由北京城建二公司五经理部
承建的北京新机场线01标段，跨
永兴河段最后一仓顶板混凝土浇
筑完成， 标志着该线路唯一跨河
段主体结构封顶贯通告捷， 为新
机场汛期防汛创造了有利条件。

永兴河发源于永定河畔东侧
的北天堂村南及立垡村东一带，
该河在大兴区境内长37.8公里 ，
北起念坛公园， 自北向东南经北
臧村、庞各庄、榆垡、礼贤四镇出

大兴区境。新机场线01标段，其中
150米四洞四线主体工程结构下
穿永兴河，四洞总宽26米，深入河
地下19.5米， 工程结构顶板距永
兴河河底下4米，而永兴河底距地
面高度4.5米。该段线路土质结构
松软， 地质环境复杂， 地下水位
浅且丰富。 施工中， 城建二公司
五经理部克服困难， 采取上下四
道钢铁支撑进行安全防护开挖和
结构用特殊防水方法处理， 确保
了新机场线投入使用后不渗漏。

同时评出30名建筑企业安监之星·北京榜样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上周，

2018年北京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
式暨“安监之星·北京榜样———建
筑企业特别榜” 颁奖典礼在中铁
建设大厦举行。市安全监管局、首
都精神文明办、市住建委、中铁建
设集团、中建一局、中建二局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2018年，市安全监管
局、 首都精神文明办在成功举办
“安监之星·北京榜样” 主题活动
的经验基础上， 为进一步扩大活
动覆盖面， 选树一批建筑企业安
全生产榜样人物， 首次在中铁建
设集团、中建一局、中建二局3家
中央在京建筑企业开展 “2018安

监之星·北京榜样———建筑企业
特别榜”主题活动。

在广泛宣传发动下， 共有来
自3家企业各级公司、项目部以及
在建工程所属分包单位的近200
名从事安全工作者踊跃报名。通
过层层推荐、 材料审核、 网络投
票、 现场演讲和实地考察等多个
环节， 在每家企业各评选出10名
建筑企业特别榜人物。

颁奖典礼现场为获评建筑企
业特别榜人物的30名建筑企业安
全工作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同
时， 活动中穿插了感人至深的特
别榜人物代表演讲和丰富多彩的
安全主题节目， 充分挖掘了内容

丰富、情节感人、事迹动人的安监
好故事，为整场活动增光添彩。

市安全监管局党组书记 、局
长张树森在启动仪式暨颁奖典礼
上讲话，并宣布“安全生产月”活
动正式启动。针对“安全生产月”
活动，张树森指出，今年的“安全
生产月”活动包含“四个主题周、
三个专题行”， 涵盖主题宣讲、应
急演练、警示教育、选树典型、“七
进”活动等多项工作。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在北京设立安全宣传咨
询日活动主会场， 以用电安全宣
传、安全应急展示为主要内容，将
是近年来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
一个咨询日。

北京新机场线唯一跨河段实现贯通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入
夏以来， 本市公安交管部门针对
夏季交通事故特点， 持续开展夜
查整治行动，重点针对涉酒涉牌、
超速驾驶、 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6月8日至
10日， 交管部门每日出动一百个
夜查组、 近千名警力开展夜查统
一行动，查处各类交通违法2.9万
起，其中，查处涉酒、涉牌、非司机
等严重违法711起，拘留17人。

据了解，进入六月，随着市民

群众晚间消暑纳凉、 聚餐娱乐活
动逐渐增多， 司机夜晚驾车几率
大幅上升。 交管部门结合夏季交
通特点， 集中警力， 并与相关警
种、部门联勤联动，在全市范围内
持续开展全覆盖、 拉网式夜查行
动。 重点在城市餐饮娱乐场所周
边、主干路、郊区旅游景点、度假
村、农家乐周边道路等重点区域，
以及涉酒事故易发、 多发点段等
重点区域， 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
巡逻方式，集中查处酒后驾驶、超
速疲劳驾驶、闯红灯、涉牌违法等

突出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据介绍，为增强执法效果，交

管部门在开展统一夜查基础上，
还将组织警力加强后半夜、凌晨、
午后的查酒力度。同时，交管部门
还结合饭店、 酒吧等餐饮娱乐场
所分布，提前部署民警深入酒吧、
餐饮、 大排档等餐饮娱乐场所及
区域， 通过电子显示屏、 悬挂横
幅、 粘贴宣传画、 发放宣传材料
等，开展“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针对性宣传，从源头上预防酒
驾违法事故发生。

交管夜查行动查处交通违法2.9万起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北京市工商局召开 “6·18”电商
年中促销活动行政指导会， 要求
各电商平台不得因促销降低商品
质量，不能对成交量、用户评价等
内容进行虚假宣传。

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网等12
家与工商部门签订 《加强网络交
易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协议 》的
电商平台参会， 参加会议的还有
去哪儿网、今日头条（抖音）、小米
等互联网企业相关负责人。

市工商局消保 、网监 、合同 、
商品、 广告、12315中心等部门对
参会电商平台及互联网企业进行
“6·18”年中网络集中促销活动行

政指导， 市消协向企业做出经营
提示。 要求各电商平台不得出现
对成交量、成交额、用户评价等内
容进行虚假宣传和其他不正当竞
争行为；对合同中“商品售出概不
退换”“最终解释权”“保留随时修
改、 中断条款内容， 无须事先告
知” 等典型违法格式条款进行归
纳提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
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免除经营者
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内容。另
外，不得因促销降低商品质量，以
次充好、以假乱真。积极配合电动
车专项治理行动， 依法销售符合
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北京市工商局公布近年查处的类
金融典型案例 ，3年共查处案件
300余件，罚没款共2200余万元。

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市工
商局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类
金融企业广告违法、虚假宣传、工
商登记事项违法等行为。其中，中
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信诚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发
布违法广告， 分别被处以20万元
罚款。蚂蚁白领（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北京金润信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也因虚假宣传公司实
力，误导投资人，被罚款10万元。
北京新视觉收藏文化有限公司构
成多项违法，被处罚款合计达130
万元。

工商3年查处类金融典型案例300余件

三大火车站端午假期增开列车31趟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 端午假期铁路旅客运
输自6月15日至18日止。北京铁路
局计划增开49趟列车满足旅客出
行。预计发送旅客456万人 ，同比
增加14.6万人，增幅3.3%。旅客出
行高峰日为6月16日，预计发送旅
客131万人左右， 同比增加4.8万
人，增幅3.8%。

铁路部门预测端午假期出行
以中短途客流为主，主要以京沪、
京广、津秦、津蓟、津保、京津城际
等高铁及铁路沿线旅游城市和车
站。 为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
北京铁路局通过部分短编组动车
组重联或长编组运行、 增开高铁
和普速旅客列车和高铁动卧列
车、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举措，最
大限度增加运力。届时，北京三大
火车站计划增开31趟。其中，增开
北京站发往齐齐哈尔、海拉尔、南
昌、日照、北戴河、德州、唐山、昌
黎、清河城、石家庄、涞源等方向

12趟旅客列车； 增开北京西站发
往兰州、郑州、阜阳、邯郸、清河城
等方向7趟旅客列车；增开北京南
站发往济南、青岛、德州、天津西
等方向12趟旅客列车。

端午假期， 北京铁路局将根
据客流出行情况， 动态增开热门
方向旅客列车， 有出行需求的旅
客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网站 （www.12306.cn） 和车站广
播、公告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开
行信息。 北京铁路局管内各大火
车站将增加售票窗口， 满足旅客
购取票需求；北京站、北京西站、
北京南站等较大火车站进站口均
设置爱心通道， 为行动不便的老
幼病残孕等旅客快速验票进站。

北京铁路局小长假预计发送旅客456万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昨天了解到， 结合往年数据， 京
港地铁预计今年端午假期期间，
京港地铁所辖各线总客运量预计
达544.5万人次。 其中， 4号线及
大兴线客运量为 376.3万人次 ，
14号线客运量为 147.2万人次 ，
16号线客运量为21万人次。

为保障假期期间乘客的顺畅
出行， 京港地铁科学组织行车，

4号线及大兴线将在假期期间采
用双休时刻表组织行车， 计划全
日开行列车554列次； 14号线将
采用双休时刻表组织行车， 计划
全日开行列车602列次 ； 16号线
北段将采用平日时刻表组织行
车， 计划全日开行列车256列次。
同时， 京港地铁还将密切关注客
流变化， 根据客流需要， 适时加
开临客。

京港地铁端午客运量将达544.5万人次
相关新闻

社区演练
应急逃生

9日，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在
辖区高层住宅区进行了应急逃生
疏散演练。 社区安全员和社区老
街坊消防队代表、 物业企业负责
人、居民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了活
动。当天，主办方在现场设置模拟
逃生棚，通过实景模拟，提高居民
的安全“红线”意识。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端午美食文化节线上线下粽香四溢

“6·18”禁止电商平台因促销以次充好

古树请来“虫”医生
昨天，紫竹院公园投放了2万只天敌。开启“以虫治虫”等生物防治

技术，来保护水源、古树资源、文物建筑等，使游客们近距离的感受公园
历史文脉，享受自然的生态生活。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其中，涉酒、涉牌、非司机等严重违法711起 拘留17人

本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