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北京市戒毒管理局） 举行 “不忘初心
铸警魂 牢记使命葆忠诚” 民警从警荣誉纪念仪式， 向全局从警满40
年、 满30年民警颁授荣誉纪念章。 颁发纪念章后， 全体民警重温了
《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入警宣誓词》。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老老民民警警重重温温入入警警誓誓词词

“回天”地区将推行“墙到墙”综合保洁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海昕园） 北京友谊医院近日推出
便民服务措施 “智能导航 ” 系
统 ， 可实时导航院内科室 、 诊
区， 方便患者不走冤枉路。

为落实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 ，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于
2018年12月22日试开诊。 通州院
区刚刚开诊， 有一些患者及其家
属找不到病区、 诊室的位置， 除
了可以向导医们寻求帮助， 还可
以到门急诊楼一层大厅去跟智能
机器人聊聊， “他” 不仅可以辅

助完成科室介绍、 信息查询， 还
有地图引导、 科室分诊的功能 。
除此之外， 北京友谊医院还新推
出了便民服务措施之一 ， 院内
“智能导航” 系统。 该系统方便
快捷 ， 需拿出手机 ， 打开微信
“摇一摇” 功能， 便可搜索到该
系统 。 输入想寻找的科室 、 诊
区， 便可轻松使用实时导航。 各
楼层诊区、 服务台、 药房、 挂号
处和各类便民设施尽收眼底， 患
者和家属还可依据当前位置自动
规划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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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近
日了解到， 北京市民政局整合社
会资源， 引导社会各领域参与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在气温大
幅度下降时， 开放全市2000多家
福利彩票销售点作为临时御寒庇
护点， 协助本区救助站加大对街
头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遇困人员
的救助力度。

入冬以来， 市民政局统筹考
虑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网点的业务
性质、 覆盖密度、 营业时间等特
点，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福彩工作宗旨及“自愿受助、无

偿救助”的救助工作原则，以通州
区先行试点， 选择有条件的网点
进行开放， 主要面向街头流浪乞
讨人员、 突发临时困难人员等确
有需求的生活无着人员， 可提供
临时休息场所， 并协助联系本区
的救助管理机构， 更加方便受助
人员接受救助。

下一步， 市民政局将继续总
结完善开放福利彩票销售网点提
供救助服务的工作模式， 拟从全
市筛选出1000家设施条件较好的
福彩销售点， 挂牌长期作为临时
性庇护站。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警方处获悉，1月1日
起， 本市将推行律师远程视频会
见。在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已经
完成远程会见系统建设的公安分
局所辖派出所， 律师可与看守所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进行
远程会见。

针对律师会见需求日益增
大， 看守所会见室及警力有限的
客观现状， 市公安局对看守所会
见方式进行有益补充。 律师远程
会见过程中， 公安机关将关闭录
音、监听设备，且不派员在场，确
保会见不被监听。

据了解， 远程会见时间为工
作日， 律师可提前两个工作日预
约三个工作日内的会见。 会见登

记时， 需提交律师执业证、 身份
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
律援助公函， 以及第一次会见时
看守所出具的 《律师远程视频会
见告知单》，会见时间最长为连续
两个小时。远程会见实行预约制，
可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登记的方
式预约， 部分地区还开通了微信
小程序预约。 律师应当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远程视频会见， 并遵守
法律、法规、执业纪律及公安机关
执法办案场所安全管理有关规
定。认为公安机关违反法律规定，
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 可依法依
规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

考虑到远程视频会见的特殊
性， 下列情形不适用远程视频会
见： 依法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会

见的； 律师第一次会见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通晓汉语， 需要翻译人员在
场的； 非本区看守所所属公安机
关侦办的， 以及其他不适用远程
视频会见的情形。下一步，北京警
方将推动各分局加快远程视频会
见系统建设， 尽快在全市范围实
现律师远程会见。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
东城区工商联·东花市街道商会
举行2019年“为千户家庭送温暖”
活动启动仪式、东花市街道“两个
覆盖”工作总结会暨“改革开放40
周年”征文颁奖仪式。

东城区商会副会长、 东花市
街道商会会长郝金明介绍， 街道
商会将2019年 “为千户家庭送温
暖”活动进行创新，与对口支援工
作相结合， 从东花市街道对口扶
贫地区内蒙古阿尔山市采购送温

暖活动所需物资，推进帮扶协作。
为辖区困难家庭购买生活必需
品；为孤寡空巢老人、志愿者、残
疾人购买慰问品；为困难学生、困
难党员送慰问金， 共计慰问地区
困难群众137户。

东城区工商联 “为千户家庭
送温暖活动” 连续开展13年， 参
与活动的会员单位已达3700余家
次， 捐款捐物数额达到1300余万
元， 先后帮助700余人次贫困学
生完成学业和解决生活困难。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元
旦期间， 本市各消费市场繁荣
活跃，粮油、蔬菜、猪肉等生活
必需品货源充足，供求平稳。假
日3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60
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零售额
30.1亿元，同比增长6.3%。

节日期间， 由市商务局主
办 、9个 相 关 委 办 局 支 持 的
“2019北京跨年促销节”如火如
荼地开展。 活动以 “品质新消
费，智享新生活”为主题，联合
百余家线上平台、 千余家线下
门店参与， 突出新模式、 新体
验、新趋势等元素，引入AR试

衣镜、刷脸支付等技术，为消费
者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

另外， 京城多家奥特莱斯
抓住假期商机， 加大折扣力度
吸引消费者。元旦期间，首创奥
特莱斯、 八达岭奥特莱斯零售
额同比增长均达40%以上。

各大商圈、 购物中心等场
所的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美容
美发等服务项目成为消费者节
日消费的重要选择。 特别是为
普及冰雪运动， 促进冰雪运动
发展，助力冬奥会筹办，各商业
服务业企业纷纷推出冰雪文化
节、冰雪嘉年华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消费者参与。 金源购物中
心、五彩城、国贸等室内冰场节
日期间爆满。 据高德大数据显
示，元旦期间，朝阳大悦城、荟
聚购物中心等11家消费场所客
流量同比增长7.6%。

元旦期间， 京城老字号人
气旺盛，迎来新年开门红。峨嵋
酒家、烤肉季、又一顺、马凯餐
厅、 砂锅居等老字号名店从上
午10点开始就出现占位现象，
就餐高峰从午餐持续至晚餐时
段， 翻台率在5次以上。 元旦
期间， 东来顺、 华天等企业营
业额同比增长10%以上。

本报讯（记者 白莹）近日，海
淀区紫竹院街道街区责任规划师
项目实践启动仪式在海淀区实验
小学苏州街校区门前举办。 通过
小小规划师代表发言、 设计方案
成果展示、集体劳动等环节，使现
场人员感受到了参与式设计给每
位参与者带来的改变。

海淀实验小学苏州街校区门
前拆违为小学生参与街区规划提
供了一次可能。 紫竹院街道联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 海淀实验小学苏州

街校区、 社区青年汇共同完成了
1096平方米公共空间设计。 在北
建院街区责任规划师的带领下，
“避雨读书区”“公共种植区”“爱
心捐献区”“踩着3D动画进校园”
“无人售卖文具机”等越来越多的
创新思想、设计元素开始呈现。

未来三年 ，街道将借助街区
责任规划师工作平台力量， 全力
打造魏公街国际时尚文化街区、
大运河文化重要节点广源闸及龙
王庙历史街区风貌等项目， 实现
居民与城市的共同成长。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建立
“扫 、收 、转 、运 、处 ”无缝衔接的
“大环卫一体化”管理模式，以企
业化运作方式提供专业环卫服
务，实现“墙到墙”的综合清扫保
洁范围全覆盖，以此改变以往“九
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旧模式。即
日起， 环卫集团将逐步接收昌平
“回天”地区环境卫生工作，提供
包括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垃圾处
理等全系列环卫服务。

昨天， 环卫集团正式进入天
通苑地区， 全面接收天通苑北、
天通苑南两个街道环境卫生工
作 ， 并计划2019年4月30日前 ，
完成昌平区 “回天 ” 地区五镇
（街道 ） 环境卫生工作的接收 。
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将实现优势
互补， 依托北京环卫集团国内一
流环卫企业的专业优势， 提升昌
平 “回天” 地区环境卫生服务水
平 ， 将昌平 “回天 ” 地区五镇

(街道 ) 打造成为符合 “首善要
求、 首都标准” 的示范区域。 经
北京环卫集团与昌平区政府协
商， 环卫集团首先为 “回天” 地
区提供包括道路清扫保洁、 垃圾
清运转运、 公厕保洁等服务。

此外，环卫集团还将推进“回
天”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 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工
作，逐步实现“桶对车”垃圾运输
模式， 实现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 于佳 摄

元旦京城重点商家卖了30.1亿元
同比增长6.3% 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成消费者首选

元旦假期京港地铁运客456.6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元旦

假期三天， 京港地铁所辖各线
总客运量共计456.6万人次，其
中，4号线及大兴线客运量共计
303.6万人次；14号线客运量共
计134.3万人次；16号线客运量
共计18.7万人次。

假期期间，4号线及大兴线
共计开行列车1662列次， 另加
开临客4列次；14号线共计开行
列车1806列次 ；16号线共计开

行列车768列次。4号线及大兴
线 、16号 线 客 流 高 峰 出 现 在
2018年12月30日， 当天，4号线
及大兴线客运量约为103.4万
人次，16号线客运量约为6.8万
人次；14号线客流高峰出现在
12月31日，当天，14号线总客运
量约为47万人次。 综合元旦三
天假期情况，4号线及大兴线客
流量较大的车站为西单站、北
京南站、西直门站；14号线客流

量较大的车站为北京南站、金
台路站、大望路站；16号线客流
量较大的车站为西苑站。

2018年12月29日及2019年
1月1日假期最后一日，4号线北
京南站发出， 开往安河桥北方
向的列车延长运营时间 55分
钟，末班车时间由23:15调整为
次日0:10。 延长运营期间， 京
港地铁4号线共加开8列临客，
保障乘客顺畅出行。

北京环卫集团正式进入天通苑地区 提供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等服务

1月起律师可远程视频会见嫌疑人

2000余彩票销售点提供临时避寒庇护

紫竹院街道邀小学生体验街区规划

北京友谊医院推出智能导航系统

东城启动2019“为千户家庭送温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