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北京植物园在热带展览温室内举办非洲植物精品展，180平
方米的展厅内共收集展示近50种来自非洲大陆的植物。 除了专属展区
之外，猴面包树、酒瓶椰子、光棍树、象腿木等高大的非洲植物也分散在
温室的多个区域。 本次展览也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中非论坛活
动之一。展期为9月2日至9日。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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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诗）近日，北
京朝阳医院开设了减重手术联合
门诊， 每周一下午在门诊楼九层
特需门诊接诊。

记者从朝阳医院了解到 ，肥
胖不仅可诱发和加重高血压、高
血脂、痛风、胆结石、关节病变等
疾病，甚至导致呼吸睡眠暂停，同
时肥胖还能带来一系列相关的代
谢疾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普外科是国内最早开展
减重代谢手术的中心之一， 多年
来致力于单纯性肥胖和肥胖合并
糖尿病患者的微创手术治疗。到

目前为止， 手术是使重度肥胖患
者获得长期而且稳定的减重效果
的唯一手段，且手术并发症低、创
伤小、术后恢复快、术后肥胖和糖
尿病缓解率高，近远期疗效可靠。

减重手术联合门诊参与科室
包括普外科、 内分泌科、 消化内
科、 心内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心理科、外科ICU、麻醉科。针
对单纯性肥胖或肥胖合并糖尿病
患者，采取多学科讨论，调整术前
血糖和身体状态， 全面评价手术
风险，更安全接受手术治疗，达到
减重和治疗糖尿病的目的。

全面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本市下放科研机构职称评审权

本报讯（记者 张晶） 近日，本
市出台 《北京市科研机构专业技
术职务自主评聘管理办法》，将逐
步在全市条件成熟的科研机构、
新型研发机构、 新型智库推行职
称自主评聘。目前，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2家
单位已率先完成本单位职称自主
评聘方案制定工作， 首批获准开
展职称自主评聘。

今年7月 ，本市印发 《北京市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
放重要举措的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要“改进人才评价方式，科学
设立人才评价指标， 强化用人单
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 建立健全
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
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形成并实施
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
的评价制度。” 其中，向科研机构

下放职称评审权就是市人力社保
局推进落实改革一项重要内容。

据了解，目前，本市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的事业单位涉及生命科
学、城市建设、信息技术、环保水
利、园林绿化、农业技术、社会科
学、决策咨询等领域，机构数量众
多、学科发展情况不同、人员规模
差别较大。 此次改革充分考虑全
市科研机构的差异化特点， 不搞
一刀切， 规定只有具备开展职称
自主评聘的专业条件和专家力量
的科研机构， 才可申请开展职称
自主评审。

首批获准开展职称自主评审
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北京市科
学技术研究院， 都是本市科学研
究领域的龙头机构， 具有很强的
科研实力和特色， 拥有较大数量
规模和合理梯次结构的科研人员

队伍。下一步，本市还将按照“成
熟一个、开展一个”的原则，在更
多条件成熟的研发机构和新型研
发机构开展职称自主评聘。

职称评审权下放后， 在保障
科研机构用人自主权的基础上，
市人力社保局将加强对职称自主
评聘工作的监督管理。

在科研机构申请自主评聘
时， 市人力社保局将指导科研机
构制定本单位职称自主评聘实施
办法并审核备案， 确保各单位自
主评聘制度合规合理。 在科研机
构完成评聘工作时， 市人力社保
局将对自主评聘的程序和结果进
行验收， 确保评聘结果的真实有
效。对于不能正确行使评审权、不
能确保评审质量的科研机构，市
人力社保局还将暂停其职称自主
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宣
讲用电用气安全知识、 对安全社
区创建给予指导、 为居民讲解职
业卫生安全的重要性……8月31
日， 北京市安监局宣教中心与广
内街道举办融合共建主题党日，
双方积极探索共建共治方向， 不
断把 “双报到” 工作推向深入。

当天， 双方介绍了各自党建
工作开展情况， 双方的优秀党员
交流发言。 市安监局邀请了专家

对街道安全社区创建展开培训，
还邀请到北京燃气集团第一分公
司西城副所长周杰进行居家安全
用气知识讲解。 市安监局党组书
记、 局长张树森表示， 机关党委
要按照 “双报到” 工作要求， 采
取多种形式主动与街道工委加强
沟通 ， 主动反馈局党建工作做
法、 业务工作开展等情况， 主动
介绍单位资源优势， 不断扩大服
务范围。

北京铁路局暑运发送旅客6000余万人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记
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获悉，伴
随第二次铁路运行图调整 ，
2018年暑运收官， 北京铁路局
共计发送旅客6380.3万人 ，单
日最高峰发送 旅 客 119.01万
人 。 其中高铁和动车组发送
3300.8万人， 占比达到51.7%。
铁路局始发列车， 旅客乘坐普
速与高铁客流首次发生逆转。

本次暑运为期62天， 恰逢
京津城际开通运营十周年、中
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上线运行

和京雄动车组开行一周年。暑
运期间， 北京铁路局共计始发
终到的高铁和动车组列车达到
426.5对， 其中复兴号列车137
对。其中，7月1日投入运营开行
的16辆长编组 “复兴号” 动车
组，共计开行1240趟，发送旅客
达133.64万人， 雄安动车共计
发送旅客86.7万人。

暑运期间， 北京铁路局挖
掘、 整合京津冀历史文化和自
然旅游资源， 联合中国铁道旅
行社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开行北

京至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旅
游班列。同时响应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口扶贫”
等号召, 相继开行 “京和号”、
“津和号” 援疆专列、“集安号”
扶贫专列共计31趟。

据悉， 暑运过后北京铁路
局还将增加天津至塞罕坝方向
列车， 并于9月中旬加开2趟北
京至新疆方向的“京和号”援疆
旅游专列和北疆旅游专列；十
一期间开行2列，以观赏胡杨林
为主题的“额济纳”旅游专列。

京港地铁暑运总客运量1.31亿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018

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至8月31
日结束，共计62天。记者8月31
日了解到，暑运期间，京港地铁
各线共计运送乘客超过1.31亿
人次， 同比去年暑运同期增长
约526万人次。

其中，4号线及大兴线客运
量达约8336万人次 ；14号线西
段客运量达约401万人次，14号
线东段客运量达约 3817万人
次；16号线北段客运量达约605
万人次 。 各线共计开行列车
97663列次，共加开临客171列。

据了解， 为满足北京南火
车站晚间到达旅客进入城市中
心区的交通出行需求， 自8月3
日起，在原每周五、周日两天，
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
安河桥北站的上行（由南向北）
列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30分
钟的基础上， 再度延长25分钟
运营时间， 共计运营时间延长
55分钟， 即从23时15分延长至
次日00时10分。延长运营期间，
4号线上行方向加开4列临客。

今天， 本市中小学迎来秋
季开学首日。 京港地铁计划在

9月3日早高峰期间， 4号线及
大兴线加开1列临客 ， 14号线
加开2列临客。 还将密切关注
客流情况 ， 提前准备好备车，
根据客流需要适时加开临客。

开学首日早高峰将加开临客

北京朝阳医院开设减重手术联合门诊

市安监局联手广内街道创安全社区

本报讯（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韩颖）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暨第七次部长级会议将于
2018年9月在京召开。 通州商资公
司严格按照消防安全要求对所属
房产进行全面排查， 对租户消防
设施、用火、用电、用气设备和器
具进行全面的检查， 并对租户进
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引导租户
认识火灾危害， 查改身边火灾隐
患，学习消防常识和逃生技能。

在排查中发现个别租户没有
定期更换灭火器、 灭火器数量不
足、 电气设施没有定期进行安全
检查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检
查人员要求租户限期内更换、 补
足灭火器、 清理消防通道杂物，
并已在限期内复查整改完毕。 通
过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 商资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 最大
力度织密火灾防控网， 确保商资
公司安全生产 “零事故”。

2家机构首批获准职称自主评聘

高铁、动车组发送旅客量占比过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目前
正值各大中小学校学生返校、新
生入学以及京外录取大学新生和
陪同家长的报到高峰期， 北京市
公安局公交总队制定了专门方案
迎接开学季， 对接属地政府相关
部门，依托安全一体化勤务模式，
全力做好公交系统秩序疏导、治
安秩序维护和便民服务保障，每
日组织民警、 辅警3000余人到全
市370余座地铁车站、交通枢纽维
护疏导高峰期客流秩序以及强化
安检督导监管等工作。

西直门地铁站周边多达11所
大中小学校， 尤其是开学及返校
报到这两天乘坐地铁的学生数量

比较集中。 针对这一特点，8月31
日上午， 总队特警大队联合西直
门站派出所等单位在地铁2号线
西直门站外西环下沉广场开展安
全常识宣传活动， 在普及反恐安
防常识的基础上， 由公安民警向
大家介绍公共交通“十个怎么办”
出行知识， 并由特警战斗队员向
过往乘客及学生讲授突发事件应
变处理要点。

此外， 地铁站工作人员还介
绍了手持金属探测器等安检设备
的工作原理。乘客通过观看展板，
了解公共交通禁带物品目录及安
全出行知识； 通过实物展示和现
场安检人员的讲解， 了解常见禁

带物品的危险性，还能学习到“一
招制敌”小技巧。

总队普法宣传小分队还应邀
到 土 桥 站 派 出 所 定 点 共 建 单
位———通州区张家湾中学， 为参
加军训的高一新生开展 “加强防
范意识， 远离校园暴力” 为主题
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小分队和
土桥站派出所辅导民警结合典型
案例， 深入浅出地从校园暴力含
义、 种类、 巨大危害、 预防措施
及遇到校园暴力如何有效保护提
出针对性建议， 引导学生知法、
学法、 守法、 增强防范意识， 远
离校园暴力， 学会用法律维护自
身权益。

本市3000余公交民警“护航”开学季

通州商资公司上门引导租户查隐患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今天
起，北京公交集团将新开3条快速
直达专线， 方便天通苑地区居民
快速往返金融街、 国贸和中关村
三大商务区的高峰通勤。 新开快
速直达专线168由天通苑东区小
学开往金融大街、 快速直达专线
169由天通苑东区小学开往光华
里、快速直达专线170由天通苑东
区小学开往中关村南。

此外，公交集团于8月31日起
在土桥地区新开2条快速直达专
线，方便土桥、通州半壁店、大稿
新村和大厂潮白家园等地区连接
通州商务区、 接驳地铁的快速通

勤。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6从土桥
村开往地铁同济南路站； 新开快
速直达专线167由潮白河迎宾大
道开往土桥村。

同时， 快速直达专线22、101
将同步增站、延时。其中， 快速直
达专线22路由新发地桥北延长至
槐房西路，双向增设槐房西路站、
新宫村站。 发车时间调整为槐房
西 路 7:30，7:50，8:10，8:30，9:00，9:
30。快速直达专线101双向增设天
下第一城站 ， 东寺庄村 ， 武窑
村， 梁各庄村； 撤销安平香汐花
园18:00,18:30， 地铁潞城站6:50,
7:50班次。

天通苑地区今起新开3条快速直达专线

非非洲洲植植物物在在京京亮亮相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