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年刚过， 公交客三分公司
381路车队后厨师傅就开始包饺
子。“每天包点儿冻上， 年三十儿
收班儿都有饺子吃！”车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 场站容纳多条公交线
路， 每天有四五百职工在食堂用
餐， 为了保障大年三十儿坚守岗
位的职工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饺
子，车队提前给职工准备出来，保
证大家在车队也能感受到年味。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年三十儿饺子
提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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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王府
井、簋街、崇雍大街、北京站前街、
前门商业圈、 东单东北路口以及
地坛公园、龙潭公园这8处街区将
在春节前集中亮相， 按照各自不
同的街区特色，布置不同的景观。
记者28日从市城管委了解到，全
市春节景观布置完成。

今年春节， 东城第一次聘请
专业规划师来为背街小巷进行春
节景观布置设计。 不仅要将这些
深度美颜的背街小巷亮出来，还
要采用贴春联、挂灯笼、贴福字、
插彩旗、贴窗花等多种形式，让人
们一走进背街小巷， 就能够感受
到“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气氛。老
百姓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行
布置院落胡同。

今年， 东城区的鼓楼东大街
至东直门外大街、平安大街、朝阜
路、金鱼胡同、东交民巷、前三门
大街和两广路以及中轴路、 南北
池子大街、南北河沿大街、安外大
街至祈年大街、崇雍大街、南北小
街、北京市政协路和幸福大街；北
京站周边人流密集区、庙会周边、
知名商圈等；安定门外大街、东四
十条、东四北大街、朝阳门、东单
北大街、北京站等重点大街8座过
街天桥， 将在路灯灯杆上装饰红
灯笼， 过街天桥安装迎接春节宣
传看板。 部分具备条件的重点地
区将在红灯笼里加装高显色的
LED光源，达到“白天是景观 ，夜
晚是亮点”的布置效果。

同时， 东城区各类景观照明

在节日期间全部开启， 营造夜景
效果。截止到1月28日，东城春节
景观布置已经全部实施完毕，从1
月31日起正式启动运行。

西城区则对17座过街天桥以
展板的形式进行布置， 并在南长
街、北长街、月坛北街、太平桥大
街、 宣武门西大街、 宣武门东大
街、前门西大街、菜市口大街、宣
武门外大街、 赵登禹路等主要大
街悬挂灯笼、 中国结等传统装饰
物进行装点。

在金融街中心区绿地、 百盛
西门、什刹海荷花市场南侧广场、
西单北大街绿地隔离带、 复兴门
内大街与闹市口十字路口东南角
绿地及居民院内节点进行节日景
观布置。

全市春节景观布置完成 1月31日起正式启动运行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
到 ， 面对本市水资源紧缺的形
势， 市自来水集团通过科技节水
之路， 2018年实现节水2600余万
立方米。

2018年， 本市市区供水管网
中发现漏水共287处， 真正做到
了 “早发现， 早定位， 早处置”，
节约宝贵的水资源。 目前， 市自
来水集团独立计量区总量达826
个 ， 并建立了 “DMA数据分析

管理系统”， 独立计量区规模效
益凸显。 同时， 3个调度分区、 4
个压力控制区和42个压力控制小
区， 对管网压力进行精准管控。
构建了供水管网水力模型， 通过
对管网压力、 配水机泵能耗等运
行工况进行模拟分析， 制定科学
的多水厂联合优化调度方案， 在
满足用户服务压力的前提下， 合
理降低水厂出厂压力。 通过分区
分级压力调控技术的应用， 实现
了节水、 节能的双重目标。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
到， 2019年春节期间， 京城31处
各公园风景区共推出包括庙会民
俗体验、 传统文化展演、 游园赏
景赏花、 冰雪娱乐活动等4大类
49项特色文化活动， 以满足广大
市民节日休闲娱乐的不同需求。

今年春节期间， 东城区的地
坛公园、 龙潭公园， 西城区的北
京大观园， 石景山区的石景山游
乐园、 八大处公园， 通州区的运
河公园， 平谷区的文化公园都有
庙会活动。

香山公园与景山公园将开展
登高祈福 、 春节祈福游系列活
动。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 不仅有
老北京绢花、 彩绘内画壶、 面塑
等形式多样的传统节日民俗互动
体验活动， 还有定州静志寺净众
院塔基地宫文物展， 104件出土
文物， 为游客揭开静志寺、 净众
院两座塔基地宫尘封千年的历史
面纱。 在圆明园遗址公园、 凤凰
岭风景名胜区也有特色活动。 此
外， 颐和园、 中山公园、 北京植
物园将举办花展。

春节期间， 龙潭公园、 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等7家公园推出冰
雪活动 ， 既有滑雪 、 滑冰等运
动， 还有冰车、 冰灯等项目， 在
春节体验冰与雪的双重魅力。

本市31处公园风景区推出49项文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佳玮 孙建国） 怀柔区 “北极
乡” 喇叭沟门的患者打 “120”，
可以送往河北丰宁县医院救治，
将享受更便捷的院前急救服务。
记者近日获悉， 北京市卫健委已
批复同意怀柔区卫计委在丰宁县
医院设立怀柔丰宁急救工作站，
并有望3月底投用， 丰宁 “120”
也将纳入北京市 “120” 网络统
一调度指挥。

据了解， 工作站设立后， 工

作站的人员、 设备、 车辆在初期
仍采用丰宁县医院的原班配置，
但管理和调配将完全纳入北京市
“120” 体系。 对未来能在各方面
与北京实现同质化， 丰宁 “120”
在管理和服务水平上都会得到提
高。 “怀柔丰宁急救工作站是北
京和河北在院前急救一体化方面
进行的首次尝试， 运转有序、 效
果显著的话， 此举推广的范围可
进一步扩大。” 北京市120急救分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 近期
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本市流感病
毒活动度已呈现快速下降态势，
总体疫情态势趋于缓和， 但仍处
于流感高峰期。

据悉，1月21日-1月27日 ，全
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报告的流感
样病例数与前一周相比减少了
20.26%， 与本流行季最高峰周相
比减少了25.71%。流感病毒检测
阳性率为 57.08% ， 与前一周的
53.67%和前两周的55.32%相比基

本持平，目前仍为甲型H1N1流感
病毒和甲型H3N2亚型流感病毒
共同流行，以甲型H1N1流感病毒
活动为主。同时，在此期间，全市
未接到10人以上流感集中发热疫
情的报告。

市疾控中心表示， 根据流感
监测数据， 运用综合指数法进行
综合判断， 目前北京市流感病毒
活动度呈现持续快速下降态势，
流感病毒在人群中的快速传播已
经得到有效遏制， 总体疫情态势
趋于缓和，但仍处于流感高峰期。

丰宁“120”将纳入北京网络统一调度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东城工商分局获悉， 在近
日的执法检查中， 发现辖区一商
户涉嫌销售侵犯 “CHANEL”等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现场共暂
扣涉嫌侵权的各类帽子2313件。

为了切实保障春节期间良好
的市场经营秩序， 东城工商分局
对辖区市场开展了商标侵权专项
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在开展现场
检查时， 发现一商户在其摊位上

摆 放 了 大 量 带 有 “CHANEL”
“GUCCI” “Balenciaga” “LV”
“BURBERRY” 的帽子 ， 涉嫌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除了
通过摊位零售部分假冒服装外，
该商家还往京津冀等地区大量开
展假冒服装批发业务， 极大地扰
乱了市场经营秩序。 东城工商分
局现场暂扣了相关商品， 并对当
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目前案件正
在处理中。

8大特色景观街区节前集中亮相

包括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游园赏景、冰雪娱乐4大类

王府井“金街过大年”活动开启狂欢盛宴
本报讯（记者 边磊）28日，由

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东
城区王府井商会联合主办的 “宝
猪迎新春 金街过大年”主题活动
拉开帷幕。 这也标志着王府井大
街的“2019新春狂欢模式”正式启
动。活动将持续到农历正月十六。

此次“过大年”活动分为年货
盛宴、 除夕团圆宴以及唱响元宵
节三个板块， 不仅联合了地区主
要商家及众多知名品牌共同参
与，涉及百货、购物中心、超市、星
级酒店、连锁餐饮、老字号、书店、
化妆品专业店、儿童用品专业店、
体育用品专业店及文化剧场等多
个业态，同时，加大了线上和线下
的联动宣传， 为百姓提供一场全
方位节日品质消费的狂欢盛宴。

1月23日到2月3日推出的“年
货盛宴”板块，消费者不仅可以通
过王府井官方微信客户端， 及时

了解商家年货爆款及优惠信息，
还有机会在王府井步行街“偶遇”
幸运福猪派发小礼物。1月31日到
2月9日推出的 “除夕团圆宴”板
块， 主办方联合了地区众多品牌
餐厅以及星级酒店， 推出了除夕

团圆宴攻略。2月7日到2月20日推
出的“唱响元宵节”板块，联合地
区数十家餐饮共同参与， 以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 在商家店
内开展一系列 “猜灯谜 吃元宵”
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于佳 摄

大大兴兴国国际际机机场场线线无无人人驾驾驶驶列列车车亮亮相相
记者28日从市轨道公司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已实现

全面进场施工，三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地上段已实现贯通。据介
绍，轨道交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一期工程全线路长41.365km，计划于
今年9月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试运营。同时，该线列车为全国
首个区域全自动无人驾驶160公里列车，作为机场客流输送通道，车厢
设置行李车厢和商务车厢。 本报记者 白莹 孙妍 摄影报道

本市去年实现节水2600余万立方米

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快速下降

工商查获2000余件假奢侈品牌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