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春
节前期， 为确保春运期间首都
公共交通系统治安秩序， 市局
公交总队结合春运公交客流和
治安形势特点， 每日投入警力
3000人次以上， 在繁华商业街
区 、 旅游景点 、 机场和火车
站 、 公交枢纽 、 长途场站周
边地铁车站 ， 采取 “公交民
警盘查核录 、 属地民警密切
配合 、 重点车站警犬进站协

检 、 全路网人物同检 ” 等措
施， 确保春运期间全市轨道交
通内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和秩
序良好。

针对节日期间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工作， 市公安局会同各
相关单位形成整体合力， 加强
发现、 核查非法烟花爆竹案件
线索， 严厉打击查缴非法烟花
爆竹， 充分整合基层组织和社
会力量， 投入五环内全面禁放

看护工作及五环路外各区禁
放 、 限放和禁放点的看护工
作， 确保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
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春节期间， 庙会、 游园等
大型群体活动较多， 加之春运
人流 、 车流集中 ， 酒后驾车 、
乱停车等重点违法可能出现反
弹， 交通压力凸显， 为此市局
交管部门多措并举， 全力做好
春节交通服务保障工作。

2月4日至2月10日 ， 全市
启动高等级交通维护方案， 同
时， 节日期间结合各区管界交
通实际 ， 重点围绕旅游景点 、
庙会游园等人员 、 车辆聚集
地， 适时启动区域高等级交通
维护疏导工作方案。 最大限度
加大警力投入 ， 加强庙会游
园、 商业场所周边交通疏导维
护， 保障了市民群众节日期间
交通出行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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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春节假期

近九成消费投诉集中于网络购物
春节首都市场消费环境良好 食品市场整体平稳

加开夜班车服务返京客
为方便春运返京客流夜间乘

坐公交车， 北京公交电车分公司
9路自2月9日23时15分开始至次
日凌晨5时， 每天加发西客站至
北京站往返 “春运加车”， 15分
钟一班， 预计至2月20日结束。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佳玮） 推进东城区府学胡同小
学与怀柔一小的一体化办学，为
20个医疗空白村每周开展1次巡
诊服务，在城区、国道、主要公路
及旅游沿线新建10座公厕， 新建
或规范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25
个……怀柔区昨天公布了2019年
为群众拟办好事实事项目，36项
实事涵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
等方方面面。

据介绍， 这36项任务具体分
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完善公共
设施建设、 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营造宜居环
境等五大方面， 且每项任务都分
别明确了主管区领导 、 牵头单
位、 协办单位、 完成时限和各月
任务安排。

营造宜居环境方面涉及项目
最多，共计9项，包括：实施百项环
境整治任务， 提升31条背街小巷
环境； 创建6个首都绿色村庄；建
设怀柔城市森林公园等具体任
务。其中，雁栖河生态廊道建设项
目， 拟重点实施雁栖河生态廊道
两侧规划绿地， 项目规划绿地总
面积约450公顷。该项目计划分三
期推进，2019年计划启动项目一
期包装及建设，建设面积约107公
顷。此外，在田园废弃物处理上，
年底前怀柔区将建立一个集中式
处理中心和5个分散式处理中心。
对全区7.69万亩的秸秆进行收集
处理，收集3000吨秸秆、1500吨树
枝，用于有机肥（质）实验处理。

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方面 ，
怀柔区将加快推进位于庙城镇的
1100套共有产权房建设， 计划今
年结构施工，2021年竣工交付使
用。 棚改安置房项目也将紧锣密
鼓推进， 在怀北镇怀北庄村 （南
区） 棚户区内建设1200套棚改安
置房， 在北房镇驸马庄棚户区内
建设500套棚改安置房，在怀柔镇
刘各长村棚户区内建设1130套棚
改安置房， 三项工程计划今年结
构施工，2021年竣工交付使用。

幼儿入园问题也是重要民生
实事之一。今年6月底，怀柔区将
完成庙城镇中心幼儿园改扩建，
新增150个学位。同时，该区今年
将加快推进杨宋、 北房两个镇中
心幼儿园新园， 以及怀柔新城09
街区第一幼儿园建设， 三个园区
建成后共将新增学位1020个。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
报了春节7天本市市场秩序情
况。 春节期间， 首都市场消费
环境良好， 全市食品市场整体
平稳。 在消费投诉方面， 近九
成投诉集中于网络购物 ， 共
1007件 ， 主要集中在手机数
码、 服装鞋帽等商品质量、 配
送等问题。

旅游产品 预 订 再 次 成 为
投 诉 焦 点 ， 共 接 到 306 件 。
主要问题为商家提供的房型
与约定不符 ， 入住时告知无

房、 擅自加价、 擅自取消订单
等 。 另外 ， 文化 消 费 成 为 今
年春节诉求新热点 ， 共接到
电影票 、 演出票预订投诉55
件 ， 主要问题集中在网购电
影票无法使用、 承诺优惠不履
行等。

食品安全情况方面， 春节
期间， 未发生食品突发紧急事
件 ， 全市食品市场整体平稳 ，
供应保障有序， 无严重违法问
题和突发食品安全事件。 共出
动监督执法人员 19196人次 ，
监 督 检 查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者

10364家， 发现违法行为14起，
立案13件，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220件 ， 采集食品舆情信
息7篇。 12331受理食品安全投
诉举报253件 ， 咨询17件 。 监
督检查药品、 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69家， 药品、 医疗器械经营
使用单位1245家 。 春节期间 ，
未发生药品、 医疗器械突发紧
急事件， 无严重违法问题和突
发药品 、 医疗器械安全事件 。
12331未收到药品 、 医疗器械
方面的投诉举报和咨询。

市场价格情况方面， 春节

期间， 全市主要生活必需品供
应充足 ， 价格水平基本稳定 ，
各类经营者价格行为总体规
范 ， 未发现严重价格违法问
题 。 截至2月10日 ， 全市共接
收各类价格举报投诉 108件 ，
同比下降7%， 主要集中在机动
车停车场、 商场超市行业。 春
节期间群众出行和消费意愿较
强， 客流、 车流相对集中， 导
致机动车停车场和商场超市出
现问题较多。 共接收价格及政
策咨询596件 ， 其中停车收费
咨询占72%。

北京日投3000警力保春运社会治安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春节长
假期间， 市自来水集团供水调
度中心、水质监测中心、各水厂
等多个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 ，
日夜坚守在供水岗位上， 确保
了市民用水安全。

据统计，春节期间，城区供
水总量为1417.6万立方米，日均

供水量为202.5万立方米， 略低
于去年同期205.1万立方米 。最
高日供水量223.5万立方米出现
在2月10日，最低日供水量189.1
万立方米出现在2月5日。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市民用
水安全， 集团确定了多种保障
预案。集团96116客户服务中心

共接听用户来电2871个， 比去
年同期增加280多个，其中大多
数为咨询电话， 值班人员均在
第一时间给予了解决； 每天安
排市区管网抢修值守应急人员
610人，抢修车138辆，机械设备
770台套 ，应急水车32辆 ；采用
科技手段， 加强对供水管网运

行监控；加大重点地区、主要路
段供水管线的巡查力度； 优化
配置抢修维修设备， 确保抢修
及时、高效。

节日期间， 各水厂运行稳
定良好 ，水量充足 ，水压 、水质
合格，供水管线运行平稳，确保
了节日期间市民用水安全。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春节期
间， 朝阳邮政员工始终坚守工
作岗位， 以满足社会各界用户
的邮寄包裹、寄发信函、报刊订
阅和发行等服务。据统计，在春
节期间， 朝阳邮政仅快递包裹
的投递量总数126888件， 日均
18127件。

过年想回家， 但工作更重
要， 这就是朝阳邮政员工的心
里话。春节期间，朝阳邮政和寄
递事业部的广大投递员、 营业
员、揽投员们，都坚守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 为了能够让用户
们及时看到当天的报纸杂志 、
得到远方亲人的祝福、 收到自

己心仪的快包、 拿到邮寄过来
的特产和年货。

每年的春节用户的用邮需
求有增无减，特别是近几年，投
递量都会翻好几倍， 因为许多
快递企业休假了，但邮政是365
天全年无休，这就是国企担当，
春节期间照样做好邮政服务。

春节北京城区供水1417.6万立方米

朝阳邮政春节投递12万余件快递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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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华社电 少了烤串、臭豆
腐， 北京的庙会和文化活动的
吸引力不减反增。

大年初四， 北京青年田申
申和家人来到琉璃厂古文化街
逛庙会。“京味浓厚 ，这 ‘味 ’不
是吃的，而是来自笔墨纸砚、风
车 、风筝 、鼻烟壶……”在微信
朋友圈， 田申申上传了精美的
图片并这样评价。

大年初六， 记者来到琉璃
厂 。街道上 ，一面面国旗 、一盏
盏花灯随处可见， 洋溢着新春
的喜庆。 部分庙会展览活动已
至尾声，但游客却依然不少。

记者偶遇祁先生一家 。37

岁的祁先生来自甘肃张掖 ，一
家五口人来北京旅游过年 。祁
先生说，这次旅行要在北京“慢
游 ”10天 ， 不只是拍照发朋友
圈， 更想让家人尤其是10岁的
女儿体会中华文化之美。

在中国书店门口， 退休的
老于正蘸水在地上写大字 。这
种独特的书法吸引了祁先生的
注意 。他恳请老于 “送给 ”女儿
一幅字，老于欣然答应，两行沉
稳敦厚的楷书“忠厚传家久，诗
书继世长”呈现在地面上。

记者沿着东街前行， 走进
售卖非遗文创产品的建益斋 。
销售员正在向王女士一家介绍

兔儿爷的民俗， 兔儿爷骑着老
虎寓意财源广进， 骑着麒麟表
示学业有成， 骑着葫芦代表福
禄双全、 平安健康。 王女士觉
得 “骑老虎” 的寓意不错， 就
挑了一个骑老虎、 背上插着四
面靠旗的兔儿爷泥彩塑， 还获
赠了一个以故宫为主题的文创
书签。

琉璃厂素以汇集各地的笔
墨纸砚和各家的文玩字画闻
名，不少字画店历史悠久。

记者随着来自辽宁大连的
孙先生走进了一间门脸不大的
“关少鸿画院”。 店主关少鸿热
情迎接， 得知自己和孙先生同

为满族人后， 当即为孙先生选
购的一幅猪年主题画打折 。孙
先生端详着这幅 “猪运年丰 ”
画，心满意足。

来自江苏的肖女士一家四
口选择乘 “车 ”逛琉璃厂 ，坐上
了传统交通工具———老北京人
力三轮车。 这趟定制的胡同游
不到两公里，要花一个小时，要
慢慢看“老北京”。

记者从厂甸庙会指挥部了
解到， 主打文化活动的厂甸庙
会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初一至初五， 这里共接待了全
球游客近20万人次。

厂甸庙会京味浓 民俗文化成主角

怀柔今年推出
36项实事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