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孙艳）昨天，北
京市地震局组织召开北京市防震
减灾科普资源集中展示活动。 记
者从现场获悉， 北京市地震局地
震应急志愿者培训平台计划于年
底前正式上线， 将广泛招募志愿
从事防震减灾的志愿者， 提供丰
富的防震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资
源，构建志愿培训队伍。

据介绍， 北京市地震局地震
应急志愿者培训平台设有新闻资
讯、 志愿品牌、 培训平台和志愿
政策四大主体板块， 开设了志愿
项目、 志愿故事、 志愿之星、 课
程超市等10余个频道， 计划于年
底前正式上线。 平台将广泛招募
志愿从事防震减灾的志愿者， 为
大家提供丰富的防震减灾知识和
技能培训资源， 树立志愿服务典
型， 着力构建有特色、 广参与、
深价值的志愿培训队伍。

市地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目前， 北京市地震局正积极联系
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力争将
地震应急志愿者纳入北京市志愿
者规范管理， 将平台作为志愿北
京的专业服务子平台， 既促进社
会力量有序参与到防震减灾事业
发展当中， 又推进对社会力量进
行有组织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
从而形成防震减灾宣传教育长效
机制。

在面向公众的防震减灾科普
品牌活动方面， 10月16日， 院线
级地震题材电影 《我要去远方》
将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 这是一
部反映 “地震人” 青春和成长、
传播地震科学知识、 弘扬防震减
灾正能量的主旋律电影。

同时， 北京市地震局联合市
教委、 市科委共同开展的北京市
中小学生防震减灾科普创客大

赛， 为全市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
深入学习防震减灾科学、 掌握防
灾减灾技能、 提升综合实践素养
的开放性活动平台。

在面向公众的防震减灾科普
品牌活动方面， 北京市地震局联
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 北京减灾
协会、 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开
设的 “防灾减灾文化” 展厅， 将
于10月25日至28日， 在第十三届
北京文博会上以 “转变灾害风险
管控理念 营造良好减灾文化氛
围” 为主题展示、 传播与交流防
灾减灾文化 。 本市运用地震遥
感 、 AR远程医疗 、 救援仪器 、
搜救机器人、 无人机、 网络救援
等六项地震救援技术开发的一批
科普产品， 已通过北京数字地震
科普馆及公用终端， 以3D建模、
2D动漫 、 Flash等形式向公众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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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来自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
风景区承诺要落叶缓扫， 留出一
条彩叶观景带供市民欣赏， 北京
金秋之景有望延长至11月下旬。

10月10日， 记者在百望山森
林公园召开的西山永定河生态文
化论坛暨 “金秋彩叶季” 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 北京段为保障永
定河沿线绿起来， 将新增18万亩
滨河森林 ， 新建5.5万亩滨河公
园， 预计到2022年， 永定河绿色
生态廊道将基本建成， 重现鱼跃
河塘 、 百鸟觅食的自然生态美
景。 本次生态文化论坛由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指导， 北京生态文化
协会、 北京史研究会主办， 《绿
化与生活》 杂志社承办。

根据规划， 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以西山北南口附近的关沟为
界， 南抵房山拒马河谷， 西至市
界，东临北京小平原，占据了全市
总面积的17%。预计2022年，永定
河绿色生态廊道将基本建成。未
来西山浅山区和平原区的森林，
将升级建设生态型风景游憩林。

自2002年起， 北京实施了彩
色树种造林工程， 围绕名胜古迹
区、 前山脸地区和主要公路、 河
道两侧等重点区域， 加大了彩色
树种的种植比例。 北京园林科学
研究院总工程师赵世伟介绍， 如
今北京市已有彩叶树种约达50多
种， 其中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
彩叶树种达 40余种 。 截至 2013
年， 西山彩叶林资源分布已愈25
万亩， 创造出层林尽染、 万山红
遍的西山生态景观。

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透
露， 目前各城区已有不同公园开
始了“落叶缓扫”之举，如圆明园
遗址公园东侧就留存着 “银杏大
道” 景观， 其面积达到3000平方
米；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景点行龙
谷留有3000平方米的彩叶观赏之
景。 北京市如今约有19家公园风
景区已开始了落叶缓扫， 观赏彩
叶面积共达108500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新
时代 心相连 ” ———东城区第十
二届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周主题
活动日前在崇文小学正式启动。
截至目前 ， 东城区共有回民小
学、 回民实验小学、 景山学校 、
天坛东里小学， 文汇中学等8所
学校被评为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
示范校。 此外， 民族团结教育在
该区实现中小学全覆盖。

当天 ， 来自东城区民族学

校、 民族团结教育示范校和普通
中小学的学生代表通过民族舞蹈
表演、 民族体育展示、 传统曲艺
快板等多种艺术形式， 展示了区
域内各中小学将民族团结教育与
学校课程建设紧密结合的教育成
果。 东城区副主任尤娜表示， 东
城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已有
十余年 ， 通过配备民族教育教
材、 开设民族体育运动项目等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民族团结

教育。 东城区民族团结教育已覆
盖百余所中小学， 十余万学生。

同时， 东城区教育对口帮扶
西藏当雄、 河北崇礼、 内蒙古阿
尔山等地区。 崇文小学师生向东
城区全体中小学生发出倡议： 希
望小伙伴们翻开图书 ， 拿起画
笔， 通过读书分享、 绘画交流等
方式用心感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祖国的新变化。 通过书信、 绘画
等方式加强交流、 互相了解。

东城中小学民族教育实现全覆盖

15家公园落叶缓扫 赏彩叶延至11月下旬

全市手足口病报告病例下降5成以上

北京交管严查涉牌涉证交通违法
严厉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使用假证等行为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为
有效遏制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
为， 自10月10日起， 本市交管部
门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假牌
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 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各
类涉牌涉证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
机动车假牌、 套牌以及使用假证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据交管部门介绍， 涉牌违法
是对与机动车号牌有关的交通违
法行为的统称， 其违法行为主要
包括： 伪造或者使用伪造号牌；
变造或者使用变造号牌； 使用其
他车辆号牌； 故意遮挡、 污损号

牌； 不悬挂号牌； 不按规定安装
号牌； 号牌不清晰、 不完整等。

市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涉牌违法行为人绝大多数为
主观故意， 危害后果远大于一般
违法行为 。 行为人通过涉牌违
法， 逃避交通违法监控， 驾驶车
辆随意超速、 闯红灯、 闯禁行、
占用应急车道和公交专用道、 违
反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 严重影
响正常交通秩序， 极易引发交通
事故。 同时， 涉牌违法行为人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将增加
公安机关侦查破案难度， 侵犯事
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 更有甚

者， 一些不法分子以涉牌违法车
辆为作案工具进行不法活动， 社
会危害性极大。

据了解， 交管部门在此次专
项行动中， 还将重点通过加强民
警路面执法 ， 加强静态排查执
法， 以及强化科技手段应用等多
项措施， 进一步严厉打击机动车
假牌、 套牌以及使用假证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 同时积极与治
安、 刑侦等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
合联合开展行动， 从源头上加大
对假牌假证的打击力度， 力争通
过集中整治行动， 有效遏制假牌
套牌假证违法行为。

地震应急志愿者培训平台年底上线
面向社会广泛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9月份， 全市丙类传染病报告病
例比前一月下降47.90%， 其中 ，
手足口病比前一月下降54.10%。

据悉， 9月1日至30日， 全市
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3种10091例，
死亡6例。 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
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 肺结
核、 痢疾、 梅毒、 病毒性肝炎和
淋病， 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

89.99%。 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
月下降7.98%， 其中 ， 痢疾比前
一月下降30.91%。

同时， 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
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 手足
口病、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
性感冒， 占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
的97.12%。 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
一月下降47.90%，其中，手足口病
比前一月下降54.10%； 其它感染
性腹泻病比前一月下降41.31%。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10月
10日上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举办有奖发票第三期二次
开奖活动。 在公证处的监督下，
北京税务工作人员从待开奖的
11.4万张发票中现场随机抽取16
张中奖发票， 包括一等奖20万元
1张， 二等奖10万元5张， 三等奖
5万元10张， 奖金总额120万元。

据开奖现场的工作人员介

绍， 此次二次开奖的范围为2018
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已登记
参与二次开奖且符合开奖条件的
发票。 开奖结果将在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税务局官方网站、“北京
税务”微信公众号、“北京税务”官
方微博等平台向社会公开， 还将
通过北京市12366纳税服务热线
短信告知此次中奖的16名消费
者，确保中奖者顺利领取奖金。

北京120万有奖发票二次开奖

昨天，在延庆区八达岭镇里炮村苹果园里，市民踊跃参与了该镇举
办的“亲子摘果”比赛，感受秋天收获的喜悦。 当天，果农还邀请市民参
与了苹果绘画、苹果花雕等民俗文化体验。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苹苹果果园园里里赛赛摘摘果果

近日， 民盟医疗专家与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 开展了走进社区关爱空巢患病老人家庭活动。 据悉， 这是民盟医
疗专家开展 “学雷锋、 送健康” 民盟医疗专家公益行活动的第八站。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穆军升 侯兵 摄影报道

民民盟盟医医疗疗专专家家关关爱爱空空巢巢老老人人

1、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
的，罚款5000元，并处5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

2、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的，罚款5000元，并处5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

3 、 使 用 其 他 车 辆 的 机
动 车 号 牌 的 ， 记 12 分 ， 罚
款 5000元 ；

4、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
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记12分，罚

款200元；
5、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

的，记12分，罚款200元；
6、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

的，记12分，罚款200元；
7、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

牌的，记12分，罚款200元；
8、号牌不清晰的 ，警告或

罚款200元；
9、号牌不完整的 ，警告或

罚款200元。

涉牌违法行为相关处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