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28日， 由东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走进北京历史文化街
区———东四胡同风貌图片展开幕。本次图片展由历代舆图话变迁、寻踪
踏痕访古迹、教化育人泽后世、人文荟萃居胜地、历史传承延文脉、风貌
保护展风采六部分构成，共计50块展板，多角度、全方位回顾了东四7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魅力。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用用镜镜头头讲讲述述东东四四胡胡同同的的““前前世世今今生生””

全市14处风景区多项冰雪活动迎新年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从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2019
年元旦期间， 本市14处公园风景
区推出多项丰富多彩的冬季特色
文化活动，包括万寿公园、戒台寺
风景名胜区传统的新年祈福活动
和世界公园、 奥林匹克公园妙趣
横生的亲子游园活动等。

龙潭公园举办的第九届龙潭
冰雪嘉年华活动以打造冰雪情趣

为主题，有雪山冲浪、雪橇乐园、
雪地战车、雪乡人家、悠波球等妙
趣横生的场地游戏； 通州区运河
文化广场则是竞技冰雪和大众冰
雪同步进行；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将推出第二届儿童冰雪乐园、冰
上亲子体验等四项活动。

新年祈福已经成为传统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怀柔区慕
田峪长城风景名胜区， 不仅可以

在新年体验登长城的乐趣， 还可
以沐浴新年的第一缕晨光， 看到
新年的日出； 戒台寺在活动当天
免费发放敲钟祈福条，随着108声
钟声的敲响，带来2019年的祝福；
目前朝阳公园对园内设施进行了
全新升级，重新铺设1.1千米健身
道、增设专业拉伸器材，并为夜间
健身者增设了节能路灯， 还有穿
梭公园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今起本市将实施生育登记新政策
本报讯 （记者 盛丽）2018年

12月31日起， 北京公交集团将在
北京站、北京西站开通“合乘”定
制公交服务，届时以“线上预约、
合乘出行” 为特色的公交服务新
模式将覆盖本市北京南站、 北京
站、北京西站三大火车站。广大乘
客可通过搜索下载 “定制公交”
APP或关注 “北京定制公交官方
版” 微信小程序在线预约往返火
车站的合乘定制公交服务。

2018年9月22日，公交集团已
率先在北京南站试点开通了 “合
乘”定制公交。“合乘”定制公交依
托北京定制公交APP和微信小程
序，将具有相同出行方向、相近出

行时间的乘车需求， 按照线上预
约、合乘出行的方式，向乘客提供
定制化、“准门到门” 的公交出行
服务。延续“南站模式”，公交集团
将于2019年元旦前夕，在北京站、
北京西站开通“合乘”定制公交服
务， 以后返京回家和去往火车站
乘车的市民都可以预约乘车。

试运营期间，“合乘” 定制公
交围绕三大火车站， 服务北京市
五环区域内， 以及回龙观、 天通
苑、大兴黄村、石景山八角和通州
城区。南站运营时间为每日18:00
至次日00:30，北京站 、北京西站
运营时间暂定为每日19:00至次
日1:30。市民可在当日预约乘车。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2018年， 全市共建成包括街道社
区、公园、学校等类型首都园艺驿
站33家。2019年全市将充分利用
公园绿地附属空间和疏解腾退出
来的公共场所， 再建设20家园艺
驿站，打通生态惠民最后一公里。

园艺驿站是街道社区、 乡镇
村庄、公园、学校或其它基层单位

有效集成辖区内生态资源， 充分
利用公园绿地附属空间和疏解腾
退出来的公共场所， 用于组织开
展公益性生态文化宣传、 园艺技
能培训和园艺生活交流等生态实
践活动平台。目前，全市已建成延
庆夏都公园园艺驿站、 北京鲜花
港园艺驿站、 黄庄职业高中园艺
驿站等园艺驿站33家， 各家驿站
都结合自身特点开设了丰富多彩

的生态文化活动， 如西城区人定
湖驿站和东城东四街道花友会驿
站更是通过以花会友， 培育绿色
生活方式， 不但缓解了社区居民
生活压力，还化解了邻里矛盾。

除今年新建20家园艺驿站之
外， 未来在3～5年内将建成100家
各具特色的首都园艺驿站， 以优
质高效的生态文化服务助力北京
文化中心建设。

本市3至5年将建100家首都园艺驿站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张国林
（北京四合汽车服务公司）、 侯淑
丽 （北京新月联合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 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
（北京北方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 等个人或团体获选第十二届
“首都十大的士英雄”， 北京四合
汽车服务公司景卫军等获选第七
届“十大魅力车队长”。这是记者
2018年12月27日在首都见义勇为
基金会、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
汽车生活报社联合主办的 “中国
石油北京杯” 第十二届首都的士

英雄暨第七届魅力车队长评选结
果揭晓仪式上了解到的。

本届评选自2018年5月31日
启动，经事迹征集、初评、投票、终
评等环节，最终产生“首都十大的
士英雄”（个人和团体）10个，“十
大魅力车队长”10名，还评出“首
都的士英雄”20名，“魅力车队长”
20名及优秀组织奖单位18个 。活
动期间，主办方还通过“中国石油
专项的士暖基金” 为英雄们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目前已资助生
活困难的优秀司机百余名。

本 报 讯 （ 记 者 周 美 玉 ）
2018年12月30日， 北京地铁6号
线西延、 8号线三期南段及四期
正式建成通车， 这三段地铁线路
共计28.6公里， 至此本市轨道交
通总里程达到636.8公里。车站总
数增至391座，其中换乘站59座。

6号线西延工程西起石景山
区金安桥站，东至6号线一期海淀
五路居站，运营里程10.3公里，设
地下车站6座。6号线西延开通后
与6号线一期、 二期贯通运营，市
民可从石景山区直达北京城市副
中心。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6号线运营初期，苹果园站暂缓开
通，列车通过不停车。远期在苹果
园与1号线、S1线换乘， 在田村站
与3号线换乘。

据悉 ， 6号线西延开通后 ，

工作日最小间隔为2分半； 由于6
号线东段东小营车辆段启用， 因
此潞城站进城方向首班车提前至
4:52。6号线是一条贯穿北京东西
的线路， 东有城市副中心、 大运
河，中部有南锣鼓巷、北海，西部
有苹果园枢纽并与S1线在金安桥
“握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1号线
西段的客流压力。

8号线三、四期运营里程16公
里(其中三期12.6公里，四期3.4公
里)，13座车站，其中地下站11座、
高架站2座，换乘站2座(珠市口站
与7号线换乘、永定门外站与14号
线换乘)。8号线二期剩余段：南锣
鼓巷站———美术馆站区间、 中国
美术馆站也同步开通投入使用。

8号线纵贯南北中轴。 根据8
号线客流分析综合考虑， 部分列

车将在既有8号线使用， 目前8号
线北段运营间隔从2分53秒缩短
至2分30秒，运力提升15.3%。

为方便乘客骑自行车换乘地
铁出行，6号线西延全线车站都设
置了自行车停车场， 总用地面积
约7000平米。此外，每座车站均有
公交车接驳换乘， 换乘距离一般
都在200米以内。在开车换乘地铁
方面 ，6号线西延本身没有设置
“P+R”停车场，但苹果园交通枢
纽内设置“P+R”停车场，待枢纽
建成后将一并投入使用， 乘客在
此可顺利衔接地铁1号线、 地铁6
号线和S1线3条轨道交通线路。8
号线在瀛海站设置了“P＋R”停车
场。 停车场位于瀛海站南北两侧
高架桥下，总占地面积约11000平
米，共设计210个标准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边磊）“第八届
北京特色周暨2018年地坛文化庙
会·高雄之旅”开幕仪式2018年12
月28日在高雄市香蕉码头开市，
该活动持续到2019年1月1日。

本次活动共设立五大板块区
域， 分别为 “地坛文化庙会小吃
街”“非遗传承及民俗工艺展”“文
化展演”“工艺制作互动教学”以
及“魅力东城图片展”，向高雄市

民展示北京东城区多彩的文化特
色。 主办方北京东方信达资产经
营总公司董事长彭湘介绍，“地坛
文化庙会全球行”项目已在柏林、
曼谷、汉堡、汉诺威、不莱梅、德黑
兰、 莫斯科等城市举办了14场高
规格文化活动。 此次活动走进高
雄市，将本着“传承、创新、整合、
交融”的理念，为高雄市民带来更
加丰富与多元化的内容。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从
北京市卫健委获悉， 今年1月1日
起， 北京市将实施生育登记新政
策， 符合办理再生育确认的申请
人， 不再需要夫妻双方存档单位
或社区村、居委会证明婚育情况，
可登陆“北京市生育服务系统”填
写相关信息。

同时，选择现场办理的市民，
持夫妻双方户口本、身份证、结婚
证到一方户籍地社区村居委会或
街道乡镇，填写《北京市再生育确

认信息采集表》。 子女已出生，补
办再生育确认的家庭还需携带
《出生医学证明》， 委托他人代办
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的还需
提交病残儿诊断证明、病史资料，
填写 《北京市区级病残儿医学鉴
定表》，不再需要夫妻双方存档单
位或社区村、 居委会出具书面证
明。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不再需要夫妻双方存档单
位或社区村、居委会婚育证明，由

夫妻双方现场到一方户籍地社区
村、 居委会或街道乡镇办理填写
申请表。

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费、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独
生子女因意外伤残， 致使基本丧
失劳动能力或死亡一次性经济帮
助、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
助、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
事项的，填写《申请人承诺书》，不
再提交夫妻双方的婚育证明。

轨道交通总里程增至636.8公里

再生育申请人可网上填写生育服务相关信息

“合乘”定制公交覆盖三大火车站

“首都十大的士英雄”评选揭晓

2018地坛文化庙会高雄之旅开市

本市三段地铁新线开通

世园会中国馆金线彩银 、四
时吉祥花卉对瓶、倒计时100天种
子异形明信片……2018年12月28
日， 北京世园会为第二批15家特
许企业授牌， 同时举办的特许商
品精品推广活动中，200多款特许
商品精品首次亮相。

本报记者 孙艳 陈艺 摄影报道

北京世园会发布
第二批特许企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黄庄职业高中日前特邀台湾明台
高级中学师生24人来京交流访
问，达成两地学校缔结联盟合作、
增进两地专业技能教育观摩交流
合作的意向， 期间两校学生身穿
黄职学生设计的旗袍共同走秀。

黄庄职业高中与明台高级中
学自2015年建立友好校关系，这
是明台师生第二次来京交流。本
次活动以 “一根两枝·北京印象”

为主题，通过浏览历史文化古迹、
技术技能展示交流、 服装设计展
示等活动， 推动两地学校专业技
能合作发展， 增进两地学校专业
技能的学习与友谊。其中，两校学
生共同制作了“北京印象”文化之
旅微电影， 用画面和声音记录了
两地师生共同浏览北京历史文化
古迹， 感受北京古都文化气息的
点滴瞬间， 呈现出新北京和老北
京的记忆。

两岸师生交流学习共推技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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