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正值元宵节， 海淀区中
关村街道团工委以团员回社区报
到为契机， 在华清园社区组织元
宵节特色活动， 回社区报到的团
员作为志愿者为辖区居民提供服
务。活动内容除了包汤圆、猜灯谜
这两项元宵节主题活动， 还有扎
染和笔墨迎春活动来助阵。 参加
活动的百名居民中，不乏热爱中
国文化的外国友人， 为中华的传
统节日增添了国际化的色彩。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团员回社区
欢喜庆佳节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加
开临客、 增设地铁自助购票机、
增设安检机、 提前开启车站大门
……记者昨天获悉， 为应对春运
返程客流， 保障乘客安心出行，
北京地铁公司细心准备、 暖心服
务， 在加强售票、 客运组织等方
面下足力气。 春运的返程客流于
2月8日开始渐入高峰。 截至2月
18日， 地铁北京站、 北京西站进
出站总量达到390万人次， 同比
去年增长2.47%。

据了解， 地铁北京西站针对
节后返程客流集中到达的情况，

提前联系行调申请加车计划， 缓
解客流压力。 2月8日至3月1日，
9号线每日头班车前后各加开一
列临客， 7号线头班车后加开一
列临客。

为进一步提高乘客的购票速
度， 北京西站在站外增设3处自
助购票区， 方便乘客购买票卡，
办理充值、 退卡等业务。 车站增
开2个售票窗口为乘客办理售补
票业务。 安装两台兑币机， 方便
乘客换零钱自助购票。 在车站西
南安检点增设1台安检机， 提升
进站乘客通过能力。

地铁北京站春运返程期间每
日4:40分开启车站大门， 减少乘
客在站外等候时间。 内外环各加
开临客1列， 运送头班车前到京
的乘客 ， 降低大客流给车站造
成的压力 。 为保证乘客购票顺
畅， 北京站西南口10个售票窗口
全开。

今年返京的乘客多以IC卡进
站为主， 占进站总量的70%， 增
加了进站口外的压力， 车站安排
站务员、 安检员、 志愿者多岗位
人员在站外限流处进行宣传引
导， 组织乘客有序排队进站。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满清） 吃元宵、闹花灯、猜灯谜
……昨天，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
在京城洋溢着欢声笑语。 为保障
元宵佳节期间环境秩序良好有
序， 东城城管提前拟定方案，定
人、定岗、定时进行巡查盯守。

据了解， 根据花灯闹元宵各
项活动点位分布， 东城城管各属

地执法分队针对重点保障区域内
的环境秩序类问题进行彻底摸排
治理，严查占道经营、无照经营、
店外经营现象， 严防黑车黑摩的
揽客、散发非法小广告、尾随市民
群众兜售物品等违法行为。同时，
东城城管直属执法队作为机动力
量， 设置车组和人员对全区进行
巡查检查，发现问题现场解决。

东城城管护航元宵佳节环境秩序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从昌平区获悉，陈营村因
环境问题被居民举报， 天通苑南
街道迅速行动。 截至目前该地区
约3000平方米非宅建筑已全部拆
除，清运垃圾124车，大坑已完成
回填，未来有望建成公共停车场。

“回天地区”的昌平区陈营村
陈营小区周边，因私搭乱建、建设
基坑未填埋、 垃圾露天堆放等诸
多环境问题被周边居民举报。接

到举报后， 天通苑南街道迅速采
取措施， 并将陈营东桥周边环境
提升以及老旧小区改造， 列入街
道级重点任务。截至目前，约3000
平方米非宅建筑已全部拆除，同
时街道出动环卫工人40余人昼夜
轮换，对大坑周边7处垃圾积存点
进行了清理。下一步，天通苑南街
道将对清理后的大坑进行统筹考
虑，拟建设公共停车场，满足周边
小区停车难问题。

昌平整治“回天”陈营村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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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12315” 公布1月份消费者投
诉分析公示。 根据数据显示，1月
份是温泉消费纠纷的高发期。

根据12315热线采集的数据
显示，此类消费问题主要集中在：
场所设施隐患导致消费者摔伤 ；
由经营者负责保管的物品被损

坏；团购的温泉票无法使用等。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 ，

仔细阅读并遵守温泉场所的管理
规定， 如不可在水中擦拭身体、
不可使用肥皂、 公共汤池应着泳
衣泳帽等。 另外， 避免空腹、 饭
后、 酒后泡温泉， 泡温泉与吃饭
时间至少间隔一小时。

温泉消费纠纷增多成1月投诉热点

33片老城街区“化妆”须符合古都气质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近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编制了 《北
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
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旨
在从技术上规范北京历史文化街
区在风貌保护与更新中的“宜”与
“忌”，使街区在具体规划、设计及
建设时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据了
解，该《导则》已在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网站公示， 公示期为7天，
市民可到网上查询《导则》的相关
内容，并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方
式建言献策。

据了解，该《导则》的适用范
围为北京市老城内的33片历史文
化街区，包括南长街、北长街、什

刹海、大栅栏、鲜鱼口等区域，总
面积20.6平方公里， 占老城总面
积62.5平方公里的33%，占核心区
92.5平方公里的22%。中心城区范
围内其他需要成片保护的地区可
参照执行。

记者在《导则》中看到，在内
容上，《导则》 采取了整体控制与
重点控制相结合的思路，分“街区
整体风貌保护”“建筑风貌保护、
控制与设计”“街巷空间及附属设
施” 三个层次进行风貌保护和控
制，并按类别归纳了10项“保护要
素”和10项“整治要素”。

在“保护要素”中，《导则》侧
重于强调街区内各类有保护价值

的元素，特别是街区天际线、整体
形态特征和色彩基调、 景观视廊
和街道对景等整体风貌方面的元
素。另外，在其他方面，除了有保
护价值的建筑和构筑物、 街道和
胡同肌理、 历史水系等物质要素
之外，《导则》还将街区功能、人口
构成和社区结构、 传统文化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非物质要素系统
纳入了“保护要素”的范围。

建筑风貌的保护是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
则》 在内容上着重对其进行了规
范。 按照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其他建筑的标
准进行建筑保护价值的分类，系

统提出了街区内建筑保护、修缮、
改善、保留、整饰、更新中风貌控
制应遵循的详细规则。此外，针对
历史文化街区内出现的一些不规
范的建筑设计和建设行为， 专门
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仿古建
筑”风貌控制、建筑的内外装修或
装饰、 景观照明等方面进行了规
范。 比如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四合
院建筑的外部油漆彩画， 传统上
较为低调、朴素,极少出现大量绘
制苏式彩画等装饰性过强的做
法。 因此, 虽然苏式彩画非常漂
亮、 精美， 但在建筑修缮或改善
时，也要进行严格控制，不得将其
用于建筑外部。

《导则》在编制中也非常注重
合理平衡保护与更新之间的关
系， 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中
的各项改善措施提出了风貌保护
和控制的要求， 做到保护与改善
的有机结合。例如，西城区佟麟阁
路等处利用历史文化街区边缘可
利用空间， 建设了灰色的机械式
立体停车设施， 疏解停车占道和
解决胡同停车问题， 降低机动车
停放对胡同交通和街区风貌的影
响。白塔寺、前门等地区将电力、
电信等市政箱体尽量设置于胡同
内的隐蔽位置，并采取较为简洁、
朴素的遮蔽措施， 有效降低市政
箱体设置对街区风貌的影响。

北京地铁多举措服务春运返程客流
地铁北京站、北京西站进出站总量同比去年增2.47%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科委获悉，“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网络服务平台” 正式
上线试运行， 平台汇聚了科创资
讯、科创服务、科创资源等，推出
了PC端中文网站、 手机客户端，
将为创新主体提供综合化和集成
式科技创新服务， 助力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

据介绍，服务平台PC端中文
网站主要包括科创资讯、 科创服
务和科创资源三大板块， 用户可
登录网址www.ncsti.gov.cn进行浏
览。其中，“科创资讯”重点介绍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相关的政策、资
讯、通告，包括最新动态、三城一
区、专题视频等栏目；“科创服务”
根据高校院所、企业、创业者等创
新主体的需求特点， 分类提供创
新创业相关服务和资讯， 包括项

目申报、行政许可、服务事项、科
技成果等栏目；“科创资源” 则汇
集创新主体最关心的创新创业相
关政策和资源， 栏目主要包括政
策法规、政策解读、科创基金、孵
化转化等。

平台网站建设坚持 “以用户
为中心， 以服务为导向” 的设计
理念， 采用既简洁明快又体现北
京特色的设计风格， 突出资源汇
聚 、 精准服务 、 智能搜索等特
点。 按照国家级、 市级、 区级三
个层次， 将科技部、 教育部、 工
信部等部委资源 ， 市发展改革
委、 市教委、 市科委、 市经济信
息化局、 中关村管委会等市级部
门资源， 海淀区、 怀柔区等区级
资源进行梳理汇聚 ， 依据关注
度、 时效性、 适用对象等因素进
行综合排序、 多维分类， 重点解

决创新主体在查询政策、 申请服
务时存在的信息碎片化问题。

此外， 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
也同步上线， 创新主体可随时随
地“掌握”最新的新闻动态、通知
公告、 项目申报等重点栏目信息
和服务。服务平台将和现有的“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 微信公众号、
“科技北京”微博共同构成新媒体
宣传矩阵， 为创新主体提供全方
位的科创资讯和服务。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网络服务平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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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接第1版)
在健全完善快递行业劳动保

障制度方面， 对符合法定劳动关
系的快递服务单位及从业人员，
开通绿色服务通道， 为企业及员
工参保、待遇支付做好服务保障；
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和执法监督检
查力度， 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
和遵守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督促用人单
位与快递从业人员建立稳定的劳
动关系，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工
伤保险等，保障职工基本权益；积
极推动支持商业保险公司， 探索
开发专项商业保险产品， 不断满
足行业劳动保障需求。

在加强末端配送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 探索利用地下空间提供
末端便民服务， 利用地下人防工
程提供邮政网点服务； 支持智能
自提柜等末端共同配送网点建

设，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
50%的资金支持；鼓励电商、快递
和第三方企业， 在具备条件的末
端配送网点，建设配套充电设施，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50%
的资金支持。

在营造温暖、 规范的职业发
展环境方面， 加强人文关怀和行
业自律，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
法律法规、安全规范、服务标准、
应急事故处理等方面培训， 规范
经营秩序； 推进快递员 “关爱工
程”，继续做好免费体检、暖心驿
站、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服务；鼓
励企业建立帮扶互助保障基金，
对员工重大疾病、安全事故、意外
伤害等给予一定的帮扶。

按照要求， 相关部门将明确
专人负责，将9条措施转化为具体
的任务清单， 加快推动措施落地
实施，让快递小哥真正受益。


